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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T / GMC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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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品质，与此同时不断增强我们在5大未来战略领域的力
量：自动化、综合性数字化，增材制造，卓越技术和DMG MORI
认证产品（DMQP）。

在自动化方面，我们提供灵活的工件和托盘运送解决方案。从
模块式标准系统到量身定制的交钥匙总包项目，构成含控制
在内的一体化整套系统。本期杂志将为您献上多个相关领域
的成功案例。

采访Jan Möllenhoff . ............................................ 52

我们正在用综合性数字化打造工业4.0。核心包括CELOS，新

四大增材制造完整加工工艺链................................. 54

ertools工具。
我们的WERKBLiQ和ADAMOS的数字化维护IIoT

增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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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 LASERTEC 30 SLM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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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TEC 65 3D hybrid........................................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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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制造卓越技术................................................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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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以上的技术领导者.......................................... 68

版CELOS解决方案提供生产计划功能、特有技术循环和Pow-

平台也提供端到端数字化战略。我们位于波兰的子公司FAMOT

正在演示如何实际打造数字增值链。该项目是6,000万欧元工厂
扩建投资计划的一部分。

在 增 材 制 造 领 域 ，我 们 将 利 用 秋 季 展 会 展 示 第 二 代
L ASERTEC 30 SLM ，该机将提高工艺自动化程度并确保
首件合格。

我们也将集中展示我们在关键领域的Technology Excellence
包括航空航天、汽车制造、模具制造和医疗器械。

我们的合作伙伴计划DMG MORI认证产品（DMQP）一站式地
为客户提供完美匹配的辅助设备。

我们为全球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持续进行的公司整合意味着
我们已成为“Global One Company”。
敏捷、灵活、全球并与客

户、供应商和伙伴一道携手并进。

全球首秀

ALX紧凑型车削中心 ............................................................... 44

森 雅彦工学博士
总裁+
DMG MORI有限公司

克里斯蒂安·特内斯+
主席+
DMG MORI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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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数字化

FAMOT数字化
增值链的连续数字化

IoT
CONNECTOR

DIGITAL MAINTENANCE
配

WERKBLiQ

PRODUCTION
PLANNING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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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FEEDBACK

综合性数字化

DMG MORI为客户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

FAMOT工厂成立于1877年，现有大约700

波兰子公司FAMOT工厂评估和部署如何

之一。FAMOT工厂占地面积50,000 m²，生

帮助客户数字化地运营。DMG MORI正在

在特定期限内实施数字化转型。这是面向

未来的试点项目，整个增值链都在不断地
用ISTOS、DMG MORI软件解决方案公司

和WERKBLiQ的模块式产品和服务进行
数字化。其最终结果将于10月8日在专家
面前揭晓。

名员工，是DMG MORI历史最久远的工厂

产和组装区面积达21,000 m²，是最大的工
厂之一。也将是DMG MORI第一个在全价

值链的各环节达到连续数字化的工厂。因

此，FAMOT工厂的重构正在成为整个集团

公司的里程碑事件，也正在成为DMG MORI
客户和供应商的榜样。

»

PRODUCTION
COCK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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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数字化

员工是数字化成功
的关键。

到2020年，FAMOT的生产能力将增加到2,000台以上
CLX、CMX V和CMX U系列车削中心和铣削加工中心 – 另外
生产2,000件机床床身

Michael Budt 博士（右）
，FAMOT公司首席安全官 +
michael.budt@dmgmori.com+
Zbigniew Nadstawski，FAMOT公司首席技术官+
zbigniew.nadstawski@dmgmori.com

灵活搭配内部生产与外包生产

数字化的时代

ISTOS的数字化生产计划解决方案

列车削中心和铣削加工中心以及该公司自

数字化。
总经理Zbigniew Nadstawski强调

集 团 内 的 数 字 化 成 员 公 司 的 力 量 。包 括

该厂除开发和生产CLX、CMX V和CMX U系
己开发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外，金属切削加

工是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
总经理Michael

FAMOT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整个增值链的
说：
“应在一起的，数字化地使它们在一起”
。这里，他主要是指DMG MORI的IT系统方

Budt博士说：
“ 除满足我们自己需求外，

面。
同时，增值链的各个环节，包括内部工作

DMG MORI生产网络提供金属加工服务”。

须无缝地接入网络中：从销售部收到订单到

我们位于普莱谢夫工厂的生产设备也为
到2020年生产能力翻番

大约50台入网机床，其中主要是集团公司

流程、系统以及（自动和手动）操作步骤都必
机床维护管理，从内部生产计划到监测关键
参数的内部MDC / PDA软件。”

求。超过1,200件半成品的床身和数百件半

成品组装件和部件从普莱谢夫发往姊妹公

司，包括德克尔马豪弗朗顿和德克尔马豪

斯巴赫、位于比勒菲尔德的吉特迈车削公
司以及集团公司的其它工厂。

50台互连的生产机床

台德马吉机床和另外大约2,000件半成品床

Zbigniew Nadstawski强调说：
“总之，
数字化必须配合员工”。管理层将员工
视为成功完成这类重大任务的关键。
他
们相信：
“员工是数字化成功的关键。
”

资约6,000万欧元对波兰工厂进行技术改

宣布的目标包括快速、高效和安全的生产

备另外的2,000万欧元预算。

明度和响应能力。技术要求还包括现有独

而 且，需 求 仍 在 增 长 之 中 。到 2 0 2 0 年，

FAMOT工厂的生产能力将几乎翻番到2,000
身。
为此，DMG MORI将在2018年年底前投

造和扩建。并为未来的自动化项目计划准

工艺和整体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质量、透

立解决方案与新软件系统之间的连接，构
成一致的敏捷生产网络。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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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软件解决方案（特别是CELOS产

品线）和WERKBLiQ（基于网页的机床维护

和服务平台）。ISTOS公司的模块式应用软

件提供端到端的生产计划功能也特别重要。
一方面，系统的各个部分（例如任务单管理、
车间数据采集和全面数据管理）都可以独立
地运行，但也可以通过服务总线相互连接

在一起。相当于一个中间层，通过该层，相

自己“DMG MORI品牌”的机床，高峰时全
天24小时地保持生产，以满足大量生产需

要达到这些目标，FAMOT依赖DMG MORI

连的全部应用程序使用统一的数据并双
向通信。

综合性数字化

除数据通信外，该接口还提供NETservice

一键重建生产

4.0、SERVICE camera 为远程服务申请提

Nadstawski先生高度评价该系统：
“整个增

值链的透明度和效率为前所未有”。
他还介
绍道，可以随时查看任务单状态，只需一次
点击，甚至可深入到机床或组装工位。

对于这种特定的应用，他继续介绍道：
“假如

所有机床、系统和工作流程间的互联互通已在内部部分
地得到解决或由全新的IoTconnector提供保证。

存在重要交货日期无法交货的风险，或假如

Budt博士补充说：
“所有机床、系统和工艺

实时显示该影响信息。
我们能立即在生产计

地实现或新的IoTconnector为此提供了保

时间敏感工件的交货延迟，生产操作面板将

证”，在介绍主要条件时说：
“ 现有系统已

在整个工艺链上进行点击就能找到最可行

”
IoTconnector用在可以和需要之处。

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

床状态监测和统计评估的基础性工具。手
动操作工位有时也能通过移动终端集成
在数据和计划周期中。

«

间的全部互联互通的要求已在内部部分

划模块中进行不同的计划安排，同时考虑生
产能力的限制因素和不同的优先级。
只需要

供视觉支持，CELOS MESSENGER是机

通过现有的MDA / PDA接入网络。CELOS

优化整个生
产计划 – 无需
EXCEL

Christian Methe
总经理 +
ISTOS GmbH+
christian.methe@istos.com

ISTOS公司是DMG MORI的子公司，为客户

用拖放式的操作移动任务单，按照后台已定

系统并确保车间与办公室间的通信。
对于许

客户轻松地优化其生产计划。生产计划的

生产步骤。

通的关键，也是打造工业4.0的关键。

要考虑不同机床的生产能力、不同技能的

生产计划解决方案包括生产计划、生产反馈

关于ISTOS：ISTOS公司名的含义是“开放

付品 – 全部按照设置和周期时间以及资金

划，工位的直接反馈和整个工厂的透明度是

型制造业企业开发应用软件。
目标是：在当

提供生产计划解决方案APP应用程序，让

挑战是资源始终有限。合理的生产计划需
员工、可用的材料以及供应商和客户的交
成本进行优化。
也需要考虑：必须满足的交

货日期要求。简单的工具，例如Excel，常常
无法满足这样复杂的计划要求。

作为生产计划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生产计划
APP应用程序消除其复杂性，让用户轻松地

义的优化目标，同时重新计算公司中的全部

和生产操作面板APP应用程序。
由于生产计
日常生产中高效率和高灵活性的决定性因

素。
操作简单是该产品的突出特点，适用于
多家制造商和多种应用。

多客户而言，这是其系统迈向端到端互联互

式解决方案的创新软件技术”。
该公司为中

今供应商和价值链上将不同机床之间的全
部生产步骤连接在一起并为未来的增值网
络提供数据密集的应用软件。

此外，客户还能获益于该解决方案开放的技
术和模块式设计，客户可根据要求集成现有

  TECHNOLOGY EXCELLENCE

07

CELOS – 数字化监测

为全面和可持续
的工艺优化进行

监测

Holger Rudzio博士
DMG MORI软件解决方案公司总经理
holger.rudzio@dmgmori.com

有关数字化监测和CELOS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
celos.dmgmori.com

“数 字 化 监 测 是 数 字 化 转 型 的 理 想 切 入

CELOS MESSENGER直观地在移动设备

CELOS PERFORMANCE MONITOR用

Holger Rudzio博士相信：数字透明度将

机床的信息，例如工作状态、当前数控程序

效性，同时考虑机床可用性和工件质量因

点！
”DMG MORI软件解决方案公司总经理

提高计划的安全性和提高客户的生产力。
例如，CELOS APP应用程序MESSENGER,

上显示车间内机床的实际任务状况和特定
或工件件数。

CONDITION ANALYZER 以及 PERFOR-

因此，可以缩短停机时间，提高生产力，基于

全面的数字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面向

工任务的获利能力。CELOS CONDITION

MANCE MONITOR允许对生产工艺进行
未来的预防性维护等工作。

于采集、分析和直观地显示整个系统的有
素。
RUDZIO博士表示，最好掌握这些信息，
但更重要的是拥有完整的信息。
例如，可评

估新机床的提升曲线，或量化互补的数字

机床的工作时间、停机时间和废品数评估加

化产品的获益（例如DMG MORI CAM系统）。

ANALYZER同时使用多个传感器的数据直

为知识，进而用其整合和持续地优化工艺。

观显示机床特定部件的状态。例如用这些

无论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信息都能转化

信息进行预防性维护。
CELOS
MESSENGER

缩短停机时间和提高生产力

CELOS
CONDITION ANALYZER

采集和分析机床数据并处理实时反馈信息

++ 联网机床的实时状态

++ 采集、保存、分析和直观显示机床

停机时间与故障时间

++ 在现场外分析一台或多台机床，

++ 评估机床工作时间、

++ 通过邮件或短信通知机床状态的变化

传感器数据

例如及早发现机床故障

++ 对DMG MORI工业4.0

传感器套件的理想补充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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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OS
PERFORMANCE MONITOR

由生产系统的直接反馈信息，

在现场外采集信息、分析和直观显示
机床可用性和有效性

++ 关键绩效指标的测量（例如OEE）
++ 基于加工任务的绩效分析
++ 适用于机床、计算机、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综合性数字化

综合性数字化

的第5版CELOS。27款CELOS APP应用程

从生产计划和任务准备到生产再到监测和
服务的端到端数字化。

序提供大量超现代化和直观易用的解决方

DMG MORI是机床制造数字化的先驱。以

工具箱”为小型企业提供简单和实用的进

案，提高整个价值链的工作效率。
“数字化

“综合性数字化”为理念，作为技术领导者

生产企业提供完整的数字化战略。

入数字化时代的工具，为大型企业提供模

的DMG MORI提供渐进式网络化生产功能

生产计划

所有已安装的CELOS机床进行CELOS升

级。DMG MORI通过该服务致力于为全部

块化解决方案。DMG MORI服务工程师为

生产准备

生产

监测

服务
新

JOB
MANAGER

JOB
ORGANIZER
SCHEDULER

新

TECH
PRODUCTION
CALCULATOR PLANNING

JOB
DOCUMENTS
ASSISTANT

CAD / CAM
VIEW

TOOL
HANDLING

PALLET
MANAGER

PALLET
CHANGER

ROBO2GO

3D PART
ANALYZER

ENERGY
SAVING

CONTROL

CLAMP
CHECK

新

新

TOOL
AGENT

新

新

新

STATUS
MONITOR

新

MESSENGER CONDITION
ANALYZER

新

新

新
SERVICE
AGENT

NETSERVICE WERKBLiQ

CELOS
升级

COCKPIT PERFORMANCE
TOOL
MONITOR
ANALYZER

celos.dmgmori.com

SURFACE
ANALYZER

HAIMER 翰默 工业4.0
驱动未来

刀具刀柄技术

热缩机技术

动平衡机技术

ԛ䍞㜒

测量和对刀技术
www.haim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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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NETservice

SERVICEcamera

包括5G WiFi传输功能、+
防水保护、照明、+
激光笔和数据存储

全新DMG MORI
NETSERVICE
快速、安全和易用

轻松升级

一应俱全

服务和监测套件

Thomas Wolf（服务首席运营官）在访谈中

++ NETservice:

保快速、安全和轻松地提供技术支持。

DMG MORI机床的全新远程服务

++ ADAMOS配备Messenger:
全部机床一览无余

++ IoTconnector:

机床上已完成配置

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全新的远程服务能确

DMG MORI服务部关注“远程服务”

已很长时间了。
您对全新NETservice产
品有哪些期待？

我们早已拥有简单的远程服务解决方

和NC，这本身就能提高DMG MORI服务

热线解决问题的成功率。而且，全新的多

人会议功能允许更多的DMG MORI专家
参加讨论，合力快速解决问题。但是其亮

点是DMG MORI自己开发的即插即用的

SERVICEcamera。由于视频直播的画面直

提并论的。我们将能识别，甚至解决客户

术显著缩短技术支持解决问题的时间。

在 创 造 新 标 杆，这 是 以 前 的 工 具 无 法 相
将提高服务的计划能力。双方都将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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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NETservice允许深入访问CELOS、IPC

案。我们推出的全新NET ser vice 产品正

的问题，已不限于常用的电话方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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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举措。
与以往产品相比，全新

NETservice产品有何不同？

接从机床送至DMG MORI服务热线，视频技

访谈 – NETservice

关键是“安全性”
，互连互通

总是事关安全性，对吧？

全新NET service 基于认证的安全系统，通

过VPN隧道提供最高安全性的加密连接。
此外还自带防火墙和IoTconnector的病毒
扫描工具。全新SERVICE camera当然也已

内置在安全的系统架构中。

在这方面，DMG MORI的下一步将是什么？

我们将充分发挥NET service 的各种潜能，

IoTconnector
改造套件
包括磁座、+
USB端口和以太+
网端口

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持、通过视频提供在线
培训，近期还将用于软件升级或安装新款
CELOS APP应用程序。我们正在不懈地为

达此目标而努力。

«

实用的IoTconnector改造套件，包括磁座、+
USB端口和以太网端口。

DMG MORI NETSERVICE：
带给客户哪些新特色

Thomas Wolf, DMG MORI服务公司首席运营官+
thomas.wolf@dmgmori.com

++ 缩短等待时间，因为能直接转到下一位空闲的服务专家
++ 提高解决成功率，因为可访问更多的CELOS、
IPC和数控系统内容

++ 最高数据安全性，因为采用认证的安全系统架构
（VPN隧道，病毒扫描工具，防火墙）

另一方面，服务热线上的服务专家可提供

有 帮 助 的 文 件，例 如 接 线 图 或 直 接 通 过
NETservice连线提供指导。

全新NETservice产品如何使客户获益呢？

++ 借助选配的SERVICEcamera提供视频直播的可视化技术支持
++ 其它DMG MORI专家加入讨论，快速解决问题
++ 相比原有的远程工具，操作更简单
++ 直接发送文档和进行更新
++ 为现有机床提供改造套件

NETservice已内置在所有IoTconnector中，
已成为DMG MORI现在交付的机床中的一
部分。
而且，IoTconnector以及NETservice

可以非常轻松地用DMG MORI监测和服务
套件进行改造。
简单地说，IoTconnector是

一个网关，通过安全通信系统将CELOS和
数控系统接入互联网。

有关全新NETservice产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etservice.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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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KBLiQ GMBH

制造商

简单和直接通信
加快数据交换速度

机床操作人员

安全– 无纸– 自主

 立于制造商的机床+
独
维护解决方案
数字化的成本和服务报告

机床维护的
新智能。

服务合作伙伴

简单的生产计划和排程
提高客户满意度

Fabian Haase+
高级合作伙伴经理 +
WERKBLiQ GmbH+
fabian.haase@werkbliq.de

Gerrit Schermeier
合作伙伴经理 +
WERKBLiQ GmbH+
gerrit.schermeier@werkbliq.de

WERKBLiQ

数字化维护

许多工业企业在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中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变化使企业面临巨

与机床有关的各项操作。
因此，操作人员不

各种困难，但WERKBLiQ为您展示如何简

极高的技术可用性。
生产经理的挑战是最大

结果是组成一个专门的知识库。只需按下

遇到巨大困难。
在机床维护方面，尽管存在

单地实现接入。独立于制造商平台的焦点
不仅在于机床，也在于员工。

大的压力。
最重要的是要确保生产资源达到
限度地缩短机床停机时间，同时节省时间和
降低成本。

仅采集故障，也采集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
按钮，就能随时提供认证和审计信息。
最大限度地缩短机床停机时间

需要维护机床时，WERKBLiQ的维护日历

自动提醒员工，确保任何细微的工作都不

WERKBLiQ提供端到端记
录机床维护和认证流程的
功能
Fabian Haase
WERKBLiQ公司高级合作伙伴经理

被遗漏，因此新员工也能从上班的第一天
开始高生产力地工作。操作人员决定维护

机床的时间，或者按照制造商的指定时间

或基于实践经验进行维护。客户对机床进
行定期维护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机床故障

率达55 %，同时确保满足ISO 9001: 2015
标准要求。

节省时间和提高质量

在模拟工作日志中记录、维护Excel文件

和 查 找 文 件 都 要 消 耗 大 量 时 间 。数 字 化
WERKBLiQ工作日志工具为操作人员提供

定制和易用的输入模板，这是交互的人机
界面。
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全面记录事故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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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KBLiQ让您缩短机床
停机时间达55 %。
Gerrit Schermeier
WERKBLiQ公司合作伙伴经理

WERKBLiQ GMBH

48小时 内完成安装
0 – 24小时

合作的第一步

++ 我们向您介绍WERKBLiQ

++ 您指定一个部门、5台机床和5名操作人员

降低成本

24 – 48小时

准备上线

账户开立和培训

轻松启动

++ 个人账户的创建

++ 集成到日常工作中

++ 用教材进行培训或现场培训

++ 客户服务热线提供支持

++ 接收必要的访问数据

++ 处理中的其它图片

WERKBLiQ网络

要降低公司的维护成本，必须事先知道维护

开放的WERKBLiQ平台让所有参与维护的人

每次机床维护和每次维修需要的时间和材

问特定服务伙伴和经销商库，以找到新业务

成本。WERKBLiQ提供信息采集功能，采集

料，包括其成本。操作人员可在WERKBLiQ

面板中清晰地查看所有相关关键数据的分

员都在网络中保持连接一起。
操作人员可访
伙伴、
比较报价和降低成本。

析信息。细分各台机床意味着客户可以准

«

维护、服务、采购和购置都
能获益于WERKBLiQ。
Gerrit Schermeier
WERKBLiQ公司合作伙伴经理

确地知道维护成本。为确保可持续地降低

成本，可用WERKBLiQ找到恰当的关键点。

收回许可证费用的时间
< 1年
Tim Busse博士
WERKBLiQ公司总经理

加快响应

如果机床因故障停机，可用WERKBLiQ向

内部维护部直接发送维修单。因此，机床

维护员只需在一个渠道上接收维修申请。
所有相关信息，例如机型、部门、联系人、
故障描述和照片都直接来自机床，无任何含
糊的信息。

提高服务技术人员效率达
75 %。

WERKBLiQ

您的获益
亮点

++ 安全和无缝地记录 –
随时供给审计

++ 技术人员在机床上直接快
速分配任务

++ 检查机床维护间隔，最大限度
地缩短停机时间

++ 快速采购备件

++ 简单、跨部门的通信

Fabian Haase
WERKBLiQ公司高级合作伙伴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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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技术循环

Edmond Bassett工学博士
技术开发总监，
GILDEMEISTER Drehmaschinen GmbH
edmond.bassett@dmgmori.com

每年超过
10,000次

全新crownHOBBING技
术循环让客户可用一+
台车 / 铣复合中心取代三
台独立的机床。

特有的DMG MORI技术循环是车间编

吉特迈车削公司技术管理总监Edmond

目前，特有的DMG MORI技术循环数量多达

生 产 力 、增 加 安 全 性 和 提 升 机 床 生 产 能

客户增加的价值和客户的评价”。他举例

博士特别介绍说，这就是加工高难度鼠牙盘

程 的 有 效 辅 助 工 具，帮 助 客 户 轻 松 提 高

力。DMG MORI技术循环提供清晰的程序结

构，直观的操作方式，提高编程速度达60 %

。
此外，还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差错，可内

部传授复杂加工的专有技术。

突出的客户优势表明DMG MORI特有的
技术循环多年来正在创造自己成功的数

字化历史。在复合加工技术领域的业绩表

现尤其突出：客户信赖特有的技术循环，
在全部CTX TC系列万能车 / 铣复合中心

中，已安装这些DMG MORI特有技术循环
的机床占95 %以上。

Bassett博士强调说：
“我们更看重的是为

说，MPC技术循环每月销售量超过100份，
这是最成功的技术循环之一，特别能说明
受客户欢迎的程度。
MPC的含义是“机床防

护控制”
，通过自带的加速度传感器提高工

艺安全性、提供主轴轴承诊断功能和避免

30款，AMB展会期间将再增加两款。Bassett

的全新“crownHOBBING”循环：
“该循环让
我们的车 / 铣复合中心的用户几乎只需按下
按钮就能生成加工程序。
该循环计算所需的
刀路和设置轴的运动”
，他总结道。

碰撞导致的高昂损失。

对话式编程将编程
速度提高60 %
吉特迈车削公司技术管理总监Edmond

Bassett博士说：
“以前复杂的生产工艺都

需要使用专用机床，而现在需要我们强大
的创新力”。

他强调说：
“更强的复合加工能力完全改写

了完整加工概念”。
DMG MORI gearSKIVING是其中的一例。在完成结构清晰的程
序编程后，可以加工高质量的齿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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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技术循环 – +
对话式编程提高编程速度达60 %。

«

DMG MORI技术循环

在车 / 铣复合中心上进行5轴
联动加工

++ 结合温度补偿，确保高表面质量和平滑过渡
++ 主轴与副主轴进行5轴插补，加工自由曲面
++ 用插补的B轴车削及铣削

++ 带ATC调节功能，提高机床动态性能
++ 预读功能，以不间断地加工

操作循环

测量循环

加工循环

监测循环

++ 简化机床操作 –

++ 提高加工精度 –

++ 集成新加工功能 –

++ 提高机床安全性 –

++ 自动加工 –

++ 为笨重件的几何测

++ 扩展加工能力 –

++ 提高工艺可靠性 –

++ 简化复杂编程任务 –

++ 调整工艺，消除振动 –

例如B轴切入

例如副主轴顶尖

++ 减少操作人员差错，
提高安全性 –

例如刀塔上的中心架

例如3D quickSET

量提供全新功能 –
例如L形测头

++ 提高质量保证环节的

透明度 – 例如带机内测
量功能的gearMILL

例如gearSKIVING
例如磨削

例如多种螺纹2.0

例如MPC – 机床防护控制
例如刀具轻松监测2.0
例如MVC –

机床振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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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DMG MORI HEITEC

WH 15 CELL：模块式自动化系统，
工件重量达15 kg。

Kai Lenfert
总经理
DMG MORI HEITEC GmbH
kai.lenfert@dmgmori.com

全集成自动化
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

自动化是DMG MORI未来战略的基石。每

四台新机床中就有一台配自动化系统或可

自动化技术的报道层出不穷。
您认为有直

接关系吗？

化领域的能力。
我们采访了新成立的位于埃

字化是一体两面。
自动化是跨领域的主题，

尔郎根的DMG MORI HEITEC公司两位总经

理Markus Rehm和Kai Lenfert，请他们谈

谈公司短期计划和长期使命、要求和目标 。
  TECHNOLOGY EXCELLENCE

近几个月来，数字化一直是热点议题，有关

配自动化系统。2017年11月，DMG MORI
成立HEITEC合资公司，进一步加强在自动

16

Markus Rehm
总经理
DECKEL MAHO SEEBACH GmbH+
和DMG MORI HEITEC GmbH
markus.rehm@dmgmori.com

除了信息和生产技术外，工艺自动化和数
因此起着基础性的关键作用。无论是生产
的复杂性还是生产的经济性，由于熟练工
的短缺，对自动化的需求在增加。

访谈 – DMG MORI HEITEC

DMG MORI HEITEC在这些要求方面扮演

DMG MORI HEITEC站稳市场的主要优势

着怎样的角色？

是什么？

厂的自动化合作伙伴。工厂的工程能力与

化模型的虚拟图像。可以查看从加速到减

DMG MORI HEITEC公司是DMG MORI工

DMG MORI HEITEC的自动化专业技术相

互借鉴，为客户提供全集成和可靠的解决
方案：从工程技术、刀具、数控程序直到全集

成的自动化系统，一站式地提供全套系统。

双数字化技术是整个机床运动和实时自动

速整个过程的实际运动顺序。
因此，可以事

先调试几乎整个自动化系统，缩短现场安
装时间达80 %，这已在LEISTRITZ样板项目
中成功实现。

为什么重点在工件运送？

如何看待未来的发展？

解决方案，其它合作伙伴也提供类似的系

能力是我们面对的更大挑战。
未来，客户的

一方面是因为DMG MORI已提供托盘运送
统。另一方面，在机器人自动化方面，我们

将在未来提供工件与托盘运送相结合的解
决方案。

作为供应商，全新和全视角地查看工艺的
生产工艺将与自动化构成一个整体。我们

DMG MORI HEITEC简介

++ 适用于中小型企业的机器
人工件搬运

++ 端到端工艺系统：一站式地

提供工程技术、
夹具、
刀具、
数
控程序和自动化

++ 双数字化技术 – 整个机床运动

和自动化模型的实时虚拟图像：
全面实施的工艺，缩短现场调试
时间达80 %

看到所有这些发展，我们将提供互补的服务

（数字化）
，进一步增加差异化。

一站式服务：
我们现在为客户提供可靠的交钥匙总包
解决方案 – 从工程技术到夹具、刀具、数控
程序直到全集成的自动化系统。
+
Markus Rehm
总经理
DMG MORI HEITEC GmbH

«

+
DMG MORI HEITEC GmbH
Güterbahnhofstraße 5
91052 Erlangen, 德国
www.dmgmori-heitec.com

配WH 15 CELL的DMU 50

端到端工艺，一
站式地提供机床和
自动化系统
亮点

++ 自动化的工件运送，工件重量达15 kg

++ 端到端工艺系统和双数字化技术完美地
集成铣削加工中心与自动化系统

++ speedMASTER主轴，转速达20,000 rpm
且质保期达36个月

++ 5轴联动加工的回转摆动工作台，更大摆
动范围达-35°至+110 °

++ 快移速度达42 m / min
++ 多达120位的刀库
WH系列解决
方案的安装量
已超150套

++ 也适用于CMX V*和CMX U系列
+

*

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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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LEISTRITZ TURBINENTECHNIK GMBH

3班制无人值守
用5轴技术自动和高
精度地加工导流叶
近来，工业机器人在性能和精度方面的提

LEISTRITZ集团的业务遍及全球，主要经营

新的应用领域。典型案例是DMG MORI在

难度的产品并富有创新精神。

升为基于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创造许多全

LEISTRITZ Turbinentechnik Nürnberg

公司实施的5轴铣削生产单元。该生产单元

由一台DMU 40 eVo和一个WH 8 CELL机

器人工件装夹系统组成，该系统是德克尔
马豪斯巴赫公司与DMG MORI HEITEC公
司间合作的样板项目。

涡轮机、
泵机、
挤压和生产技术，他们生产高

一站式地提供自
动化解决方案
LEISTRITZ Turbinentechnik Nürnberg公

司同样如此。
来自纽伦堡的工厂经理、航空
航天专家Harald Brand为我们介绍该公司

1

的产品范围时说：
“我们是飞机发动机行业

中所有领先的OEM厂商和工艺链的合作伙
伴，我们专注于叶片、叶盘和其它飞机发动
机部件的生产”。

航空航天需要无可挑剔的高质量、高精度
和完善的文档记录等高难度要求，同时航
空航天业的复杂性特别高。
不仅如此，在国

际化的涡轮生产竞争中，还必须降低成本。
为在此条件下确保未来更有利的地位，该
公司最近投资购买DMG MORI配机器人的

5轴铣削加工系统，用其生产导流叶。德克

尔马豪斯巴赫代表DMG MORI为该项目提

供交钥匙总包解决方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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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LEISTRITZ TURBINENTECHNIK GMBH

更确定地说，这个未来项目的目标是自动
地成形加工发动机压气机上不同型号导流

叶的叶冠和叶根。该系统标志着该公司从
纽伦堡开始在生产中采用机器人。Harald
Brand说：
“ 毫无疑问，这是我们进行金属
加工自动化的第一次”。

由于采用双数字化技术，仅不到2
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安装

Harald Brand没有发现任何风险，继续介绍

说：
“首先，该项目完全由德克尔马豪斯巴赫

提供（机床、刀具、数控编程系统和自动化）
，
并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如果出现任何不利情

况（从未发生）
，我们只需要联系一个人。
其
次，自动化生产单元由标准模块组成，但进
行个性化的配置。
第三，系统已在供应商处

进行了测试，并在双数字化技术的虚拟系

统中进行了专项测试，已进行要求的仿真。
总之，我们感受到少有的良好状况和完善
的支持。该方法完全消除安装和调试中的
难题，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
”

显然，该系统证明对该供应商和设备的信
任是如此地物有所值。LEISTRITZ工程技术
总监Wolfgang

Heinrich说：
“系统仅工作

LEISTRITZ
TURBINENTECHNIK简介

++ 100多年的涡轮生产历史

++ 生产叶片、叶盘以及其它飞机发
动机和燃气轮机零件

++ 飞机发动机领域所有领先OEM
厂商和分包商的合作伙伴

1. 该DMG MORI生产单元是为加工导流叶而特别开发的交钥匙总包项目 2. 高精度的加工效果，+
三班制生产的公差在百分之一毫米以内 3. 优异的接近性能，也适用于手动操作

3

+
LEISTRITZ +
TURBINENTECHNIK GMBH
Lempstrasse 24
42859 Remscheid, 德国
www.leist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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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LEISTRITZ TURBINENTECHNIK GMBH

配WH 8 CELL的
DMU 40 eVo
提供高精度的一
致加工效果，公差在
百分之一
毫米以内+
Wolfgang Heinrich
工程技术总监
LEISTRITZ Turbinentechnik Nürnberg GmbH

纽伦堡LEISTRITZ Turbinentechnik公司的联系人（自左向右）：
Wolfgang Heinrich（工程技术总监）
，
Harald Brand（工厂经理）
，
Akdas Serkan（技师和编程人员）

了几个月，尚难得出最终结论”
，
“但现在的

自适应生产工艺增加三个无人值守

目中一颗耀眼之星。
DMU 40 eVo机床本身

部 分 工 件 已 完 成 持 续 的 工 艺 改 进 。其 它

情况表明，该项目是我们工厂曾实施的项
如此，相连的WH 8 CELL工件运送系统同

样如此。”WH 8 CELL中的数字8代表可运
送的最大重量为8 kg。

纽伦堡生产总监Markus Heinrich特别赞

赏DMU 40 eVo的以下方面：
“该机床在早
晨、傍晚和夜间时的加工精度几乎完全相
同，公差范围都在百分之一毫米以内。
而且
每天每夜如此。

的生产班次

导流叶部位将在加工的同时自适应性调
整为可加工。

“最终，多台机床组成的系统将从周一一

直运行到周六夜间，每年生产52周。此外，
我们在目前无生产的周日获得三个生产班

次，该系统将完全自动化地生产，无现场监

督人员”
，Markus Heinrich激动地说。
简单

地比较：铣削加工中心的操作人员需要手
动装件和卸件，他必须每10件测量1件工件

对于我们的加工生产来说，这着实是一大

（满足认证要求）并负责可能的程序调整。

备、工艺和刀具间的精致配合，使其达到理

相反，DMU 40 eVo加工WH系统中的60件毛

幸事，因为我们能改善机床、夹具、运送设

论上可行的绝对极限。”LEISTRITZ公司负

坯，整批地加工，完全无间断。
三个生产班次

细地介绍道：
“每把刀具在特定工艺中都有

测量1件（参见证书）
，在机内进行测量，如果

责该系统编程的技师Akdas Serkan继续详
特定的磨损，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由于该
工艺的稳定性，在加工每一种导流叶时，我

们现在可以准确地计算刀具寿命，计算中
考虑工件公差并用在程序中。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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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列入计划。虽然该生产单元不需要每10件
需要修正，修正量自动应用在数控程序中。
目前，由于该工艺路线已被证明完全可靠，
纽伦堡的LEISTRITZ员工相信DMG MORI

的DMU 40 eVo和DMG MORI HEITEC的自
动化都值得信赖。

«

DMU 40 eVo

DMG MORI的5轴铣
削自动化系统
亮点

++ 由模块式解决方案组成的量身定
制自动化系统：DMU 40 eVo搭配

DMG MORI HEITEC的WH 8 CELL机
器人控制的工件运送系统

++ 5轴高精度地加工航空发动机导流
叶，一周7天不间断地加工

++ 数字化的预检技术和数字化并行仿
真技术，最大限度地缩短安装时间

++ 3班制生产，达到更高工艺稳定性和
重复精度

++ 加速度高达1 g和屑到屑换刀时间仅
5.5秒，最大限度地缩短加工时间

++ 畅通的加工区接近性能，方便地进行
手动操作

VCM 型

功率密度最高

M型

经济实用

HCM 型

生产率最佳

M 系列的
高速主轴轴承
三个 X-life（超长寿命）高速主轴轴承类型：实现最大转速、
最大加工力度和最高精准度。

VCM 型：採用 VACRODUR 材料制成，实现最佳性能和最高

操作安全性

www.schaeffler.cn

寿命延长 X 倍
负载能力高出 X 倍
结构空间利用率提高 X 倍

1

CELOS – DIGITAL
成功案例
– WEHL FACTORY
& PARTNER

“工件越复杂 ，
		 我们越喜欢”

Wehl & Partner Muster + Prototypen

样品和原型件。在数控加工领域，自2012

DMG MORI灵活通用和可靠的加工能力

烤炉干燥模具。位于西班牙Zimmern ob

CMX V立
轴DMU eVo linear加工中心、

丰富。
在铣削加工方面，Wehl & Partner主

建筑是该公司25年来成功发展的结

Wehl & Partner第一次尝试自动化生产，

工，22台金属切削机床、增材制造机床和

加工中心与一个机器人组成 。

公司创建于1994年，最初在小车库中用

Rottweil和Salach子公司现代化的新
果。Wehl & Partner现有80名高素质员

注 塑 机，为 多 个 行 业 客 户 生 产 高 难 度 的

年 以 来，D M G M O R I 已 为 该 公 司 提 供 5

式加工中心和CTX车削中心。2016年是

该生产系统由两台DMU 60 eVo linear

选择DMG MORI机床的原因之一是产品
要需要高动态性能和高精度的DMU eVo

linear加工中心。Bernardo Wehl认为灵活

通用的5轴联动加工机床是满足该公司苛
刻工件加工要求的理想解决方案：
“工件越
复杂的订单，我们越愿意接。”订单主要来

电动车的变速箱

机器人单元显著提高
DMU 60 eVo linear
的生产力。
Bernardo Wehl与他儿子Robert（左）和Alexander（右）
，
管理Wehl & Partner公司的家族成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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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WEHL & PARTNER

电动车的电池盒

1. 机器人正在为DMU 60 eVo linear装入多达20件托盘或毛坯。
+
2. DMG MORI为Wehl & Partner提供DMU eVo linear 5轴铣削加工中心、CMX V系列立式
加工中心和CTX车削中心。

赛车的中心架

自汽车、电气、航空航天等行业，零件从电钻

送入成品库”。自动松开工件是另一项优

的注塑部也小批量地生产零件。
Alexander

动夹持无误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许

壳体到仪表面板。Wehl & Partner公司自己

Wehl补充说：
“我们拥有垂直紧密集成的生

产系统，我们有自己的注塑模模具车间”。
无人值守生产有赖于配机器人单元的

点，Robert Wehl说：
“与手动夹持相比，自
多工件的加工公差只有几个微米。

机器人单元提供一次性生产的灵活性

配机器人单元的DMU 60 eVo linear 立即

DMU 60 eVo linear

给Wehl & Partner留下深刻印象：
“该自动

不断提高的需求。Robert Wehl与其兄弟

生产要求，我们不仅可以快速响应，同时还

Wehl & Partner通过扩大生产能力满足
Alexander和父亲Bernardo共同经营该公

周末无人值
守地生产
司，他认为购买自动化生产单元是合理的

选择：
“机器人单元显著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因为我们可以夜间和周末充分发挥DMU 60
eVo linear的生产能力。
我们的员工只工作

一个半班次。在白天，我们编写程序，任务单
和完成全部设置，在夜间铣削工件。
”

库卡机器人为机床装入多达20件托盘或
毛坯。
搁架式工件库提供必要的空间。
翻转

位为第二步工序加工已夹持的表面。Alex-

ander Wehl解释说：
“也就是说，将工件完
全加工完成，等我们早晨上班时，直接将其

化解决方案十分灵活，满足单件的一次性
能提高生产能力。
”缩短交货时间是客户的

期待，也是Wehl & Partner的追求，该公司
创始人强调说：
“从收到订单到交付最终原
型件只需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Wehl

&

Partner还根据客户的需要帮助客户开发。
扩建和技术发展

Wehl & Partner提供全面的产品和服务范
围，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这是公司进一步
发展的关键动力。
扩建工厂已列入计划，同

时该公司也正在改进技术，Robert Wehl
说：
“对于我们的产品范围，增材制造的重

WEHL & PARTNER简介

++ 始建于1994年的家族企业

++ 总部位于Zimmern ob Rottweil
++ 80名员工

++ 位于西班牙萨拉赫的子公司

++ 垂直紧密集成金属切削、增材制
造和注塑成形

要性在日益提高，因为粉床生产的工件能
在我们的数控机床上进行加工，因此我们
能提供一站式服务。
”

«

Wehl & Partner +
Muster und Prototypen GmbH
Römerallee 12
Industriegebiet, IN-KOM Südwest
78658 Zimmern / Rottweil+
德国
www.wehl-partn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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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SCHAEFFLER GROUP

工业4.0解
决方案成就
自动化生产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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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人互连

++ 5台DMU eVo 80 linear加工中心

++ 180位托盘交换系统，托盘尺寸达
450 × 450 mm，承重达250 kg

++ 两个装夹位和一个卸件位

++ LuK开发的摄像头系统在装夹设置中简
化零点夹紧系统的定位

++ 每台机床120刀位且

机床外的隔架另提供105刀位

++ 自动传输刀具数据的读码器
++ 带托盘和刀具双抓手的发
那科机器人

成功案例 – SCHAEFFLER GROUP

互连的
DMU 80 eVo linear
加工中心全
自动和可靠地一
键式生产。
Wilfried Schwenk
Schaeffler的Kappelrodeck工厂工具总监

1965年，Wilhelm Schaeffler与Georg

“德国制造”享誉全球。然而，经济地生产产品

甲壳虫汽车批量生产膜片式弹簧离合器，自

发和生产自己的模具着手。Schaeffler的Kap-

Schaeffler创建LuK公司，为大众公司的

此成功地保持发展。该公司为Schaeffler集

团的子公司，拥有大约5,500名员工，工厂
分别位于Bühl、Bußmatten、Sasbach和

同样是巨大的挑战，为此，Schaeffler早已从开
pelrodeck工厂模具总监Wilfried Schwenk
介绍其部门目标时说：
“创 新 的 成 形 技 术

帮 助 我 们 更 高 效 率 地 批 量 生 产 零 件 ”。

Kappelrodeck。自2018年1月起，Buhl成

“虽然实际上在中国生产模具更便宜，但我们

该公司创新的生产工艺是确保公司技术领

达中国的工厂。”这是Schaeffler不断寻找降低

为Schaeffler集团汽车OEM总部所在地。
先的关键。最新案例是由5台DMU 80 eVo

linear 加工中心组成的柔性生产单元，该

系统由DMG MORI与Schaeffler公司合作
开发及实施且用时不到11个月。

对模具的需求很大，我们生产的模具要发到远
成本机会的原因，特别是模具生产的成本。
40台DMG MORI机床高精度地生产模具

工具部凭借120多台加工中心和车削中心

的现代化车间不断提高生产力。其中40台
机床来自DMG MORI，事实证明，这些机床

是零件制造的创新标准。起初，复杂工件在
DMG MORI高精度的HSC 75 linear加工中心

上加工。
2007年，增加该机的自动化版，Wilfried Schwenk解释说：
“由于自动化，我们可

以在机床无人值守加工的同时，集中精力准
备新任务单，以此显著提高生产力。
”

高精度的加工中心，例如DMU eVo linear

系 列，是 S c h a e f f l e r 的 标 准 生 产 设 备 。
Schaeffler的Kappelrodeck工厂的机床采
  TECHNOLOGY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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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SCHAEFFLER GROUP

左起：Schaeffler集团Kappelrodeck工厂机加工负责人Andreas Glaser，+
模具制造总监Wilfried Schwenk，机床采购负责人Marco Rettig。

购负责人Marco Rettig说：
“该系列机床的

模块式设计让我们可以灵活地根据应用要
求配置机床，满足严格要求”。机加工负责

科机器人。长隔架的托盘库提供180个盘位，
托盘尺寸达450 × 450 mm，承重达250 kg。

人Andreas Glaser补充说：
“对于机床生产

联合开发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系统

必要的效率”。

生产技术、刀具、数控程序和自动化系统。

的工件，其品质必须无任何瑕疵，还需达到
5台机床和180位托盘系统组
成量身定制的自动化系统

Schaeffler携手DMG MORI进一步提高自动
化程度，将5台DMU 80 eVo linear加工中心

连接在一起。该系统长达30米，除5台加工

中心外，还包括刀具预调仪、两个工件装夹
位和一个卸件位。刀具预调仪将刀具数据
通过装夹位处的扫码器自动传给机床，甚

至在机器人将刀具送到机外的刀库前传给
机床。
Andreas Glaser解释说：
“机外刀库提

DMG MORI独自提供该自动化解决方案的

设计该系统时，也与Schaeffler进行了密切
合作，更简单地满足Schaeffler的要求。例

如，Schaeffler为装夹位提供自己的摄像头

每班次只需3名员工，
而非9名

要更高精度时，用寻边器设置零点 – 同样自
动设置。在自动化方面，也可称其为人工智

能，Wilfried Schwenk强调说：
“该系统管理

任务单、交付成品件、换用备用刀和根据刀具
磨损情况全自动和独立地修正数控程序。
”也
就是说，我们达到了一键式工件生产 。

操作整个自动化系统只需要三名

员工 – Schaeffler是首批采用三班
制 生 产 零 件 的 企 业 之 一 。W i l f r i e d

Schwenk称赞该系统的产能时说：

“相比无自动化系统的生产，相同产量需要
的人力仅为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必
须新录用5名程序员才能使工厂充分地工

作。
”他的介绍打消了我们对自动化生产将
消减工作岗位的担心。
事实正相反：
“如果我
们在生产中不采取该行动，长期成本可能很

供多达105刀位，用于存放不常用的特殊刀

系统。该摄像头系统扫描每一件工件并允

高，最终导致失去全部工作。
”生产区面积也

备用刀。
”机床上也配扫码器，用其传输刀具

dreas Glaser说：
“精度是十分之一毫米，足

为机床和辅助设备准备两倍的地面。
”

具。
“机床内提供120位刀库，用于标准刀和

数据。
该系统还配托盘和刀具双抓手的发那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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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机床操作人员在计算机上设置零点。An-

以满足余量充分的毛坯件的精度要求”。需

是该道理：
“如果没有自动化系统，我们需要

成功案例 – SCHAEFFLER GROUP

自动化工艺的数字化未来

他正在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小加工中的

最大的模具制造单位，该工厂还建立生产标

刀具的使用寿命，我们将可以设置参数，并

在Schaeffler集团中，Kappelrodeck工厂是

准，不断提高质量和降低工件成本。例如自
动化，Wilfried Schwenk介绍说：
“在Bühl和

振动或刀具的采购。
“如果我们在云端分析
由我们的采购部自动订购新刀具。
”

美国工厂，我们已有类似的系统，分别由4台

«

”
而
和2台DMU 80 eVo linear加工中心组成。

SCHAEFFLER简介

++ 创新的汽车配件，例如双离合
器系统、双质量飞轮和CVT零
件，工厂分布在Bühl、

Bußmatten、Sasbach和
Kappelrodeck

且，该公司不断思索下一步的发展。
“工艺数

++ Kappelrodeck工厂的模具制造

字化前景广阔。
”

为Schaeffler集团建立生产标准

尽管DMU 80 eVo linear加工中心搭载当

时经典的海德汉数控系统，DMG MORI将

提供配CELOS和海德汉数控系统的其它机
型。
Wilfried Schwenk说：
“这将使我们可以

用全新方式管理任务单、机床和刀具数据”

+
LuK GmbH & Co. KG+
Industriestraße 3
77815 Bühl, 德国
www.schaeffler.com

；Wilfried Schwenk期待着网络化的CELOS

系统的能力。
“以往凭经验计算，今后将以事

实为基础并自动融入我们的工艺中。
”对此，

1

2

3

1. 除机床上120位刀库外，该自动化系统还为特殊刀具提供多达105刀位。+
2. 装夹位配Schaeffler自己开发的摄像头系统，操作人员可用其在计算机上设置零点。
+
3. 30米长的自动化系统包括5台DMU 80 eVo linear加工中心、带刀具设置的刀具预调仪、两个工件装夹位和一个卸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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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LUDWIG FEINMECHANIK & MASCHINENBAU GMBH

研发的准时要求
需要自动化和
高端的加工技术

泵体

Ludwig Feinmechanik & Maschinenbau公
司由Gerhard Ludwig创建于1979年。1998

年，该公司迁址到不来梅大学科技园并开始

与该地的多家公司及科研机构合作。例如，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和德国宇航中心。14名高

素质的员工和10台DMG MORI数控机床，确
保单件生产和批量生产高难度的工件并达到

高质量、高可靠性。最新购买一台第三代DMU

50 5轴加工中心并配PH 150托盘运送系统，
以提高生产效率。

2014年，Gerhard Ludwig退休后，ficonTEC

Holding接管了该公司。新任总经理Frank

Warnke希望继续保持Ludwig Feinmechanik公司的成功发展，除已有的技术
园区客户外，也必须为该公司寻找第二个立

足点。
自那时起，除生产许多小批量工件外，
还生产批量达到2,000件的工件：
“仍保持始

终如一的高质量。
”Ludwig Feinmechanik
专长于生产机械工程和航空航天等行业的
自2014年，Ludwig Feinmechanik公司的总经理Frank Warnke。

复杂工件。Frank Warnke说：
“这类订单需

要多方面的生产能力，我们的高素质员工团

队拥有要求的生产能力”。
多年后直到今天，
这支团队始终依靠DMG MORI机床，Frank

Warnke不断地将设备现代化 。原因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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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 1850 V

2018
全球首秀

“一方面，新机床的可用性较高，另一方面，

重切加工，
扭矩达
288 Nm

我们必须在技术上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
无人值守的夜班和周末生产班次

最新生产机床是DMC 1450 V立式加工中心
和DMU 60 eVo linear 5轴联动加工中心。
第

三代DMU 50加工中心配PH 150托盘运送系

10位托盘，+
占地面积仅16.5 m2

DMC 1850 V

“高稳定性的床身和选配扭矩达
288 Nm的主轴，DMC 1850 V是重
切加工的理想选择”

统，PH 150采用最新发布的VERTICO风格设
计，Ludwig Feinmechanik已从今年年初开

始自动化地生产。
Frank Warnke高兴地说：

亮点

“无人值守的夜班和周末生产班次显著提

++ 整体式床身设计，满足扭矩达288 Nm

高了我们的生产力”。
机床操作人员在10个

的重切加工要求

盘位上准备各不相同的工件，第二天早晨
或周末后得到其成品。

++ inlineMASTER, speedMASTER和powerMASTER

10盘位的整个系统占地不超过16.5 m2

++ 全部MASTER系列主轴均享有36个月质保期

主轴，转速达20,000 rpm或扭矩达288 Nm

第三代DMU 50和PH 150组成的生产解决

且无工作时间限制

方案在许多方面给Frank Warnke留下深刻

++ 工作台尺寸达2,160 × 750 mm，

印象：
“我们的生产区面积有限，对于我们

可加工重量达3,000 kg的大型工件或

来说紧凑型的设计十分重要，10盘位的占

无人值守地加工大量小件

地面积不超过16.5 m 2 。”而工件的加工区

相对较大，可加工重量达300 kg的工件，这

++ 圆柱度达5 μm，全面冷却措施以确保高热稳定性并配

广泛的工件。
”

++ 西门子系统的CELOS或海德汉

MAGNESCALE的smartSCALE测量系统

是另一项优点。“这就是说，我们能加工更

（TNC 640）系统的CELOS

5轴联动加工、15,000 rpm转

速的speedMASTER主轴和设
计合理的DMG MORI机床

第三代DMU 50的性能和功能范围也吸引

了Ludwig Feinmechanik的注意。Frank

Warnke指出：
“该机拥5轴联动加工能力、
高性能的主轴和保证高精度的冷却系统，
整机的性价比较高。
”。
这款紧凑型的5轴加

工中心配摆动范围达-35 °至+110 °的工作

台，speedMASTER主轴，转速达20,000 rpm，
功率达35 kW和扭矩达130 Nm。新亮点
是DMG MORI现在为所有MASTER系列

主轴提供36个月的质保期且无工作时间

»

inlineMASTER*主轴，转速达15,000 rpm，+
选配speedMASTER主轴，转速达20,000 rpm或扭矩达200 Nm，+
或扭矩达288 Nm（SK50）的powerMASTER*主轴。
*

2019年第二季度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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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LUDWIG FEINMECHANIK & MASCHINENBAU GMBH

限制。DMG MORI的结构设计也让Frank
Warnke感到满意，操作舒适，视线通透：
“可

以清楚地查看加工区和托盘运送系统，而

且可以轻松地接近机床，因此能更轻松地
装夹。
”尽管技术园区的面积有限和缺乏高
素质员工，但DMG MORI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speedMASTER
主轴扭矩达130 Nm
并拥有36个月质保期
为Frank

Warnke提高生产力提供了保证：

“第三代DMU 50加工中心与PH 150托盘
运送系统的结合将是我们下次采购机床时
优先的选择。
”

LUDWIG FEINMECHANIK &
MASCHINENBAU简介

++ 1979年开始数控加工业务
++ 14名高素质专员

++ 加工复杂的单件工件和2,000件
批量的工件

+
Ludwig Feinmechanik & +
Maschinenbau GmbH
Robert-Hooke-Straße 6
28359 Bremen, 德国
www.ludwig-feinmechani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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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LUDWIG FEINMECHANIK & MASCHINENBAU GMBH

1

2

4

6

3

5

7

1 + 2. 在计算机上进行复杂工件编程。
3. 易操作的PH 150托盘运送系统。

4. 占地面积仅16.5 m²的紧凑型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多
达10个盘位，加工区可加工重量达300 kg的工件。
5. 2018年，Ludwig Feinmechanik首次进行自动化
生产，该系统由第三代DMU 50加工中心和DMG MORI
VERTIGO风格设计的PH 150托盘运送系统组成。

6. 第三代DMU 50提供高性价比的5轴联动加工能力，高
性能主轴以及确保高精度的冷却系统。

7. LUDWIG Feinmechanik需要加工许多不同的工件，因
此他们依赖高灵活性的加工解决方案，例如配PH 150托
盘运送系统的第三代DMU 50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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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NHX 4000和5000

2018
全球首秀

第三代NHX
4000和5000

卧式加工中心的全新标杆
NHX 5000

++ 500 × 500 mm的托盘规格

++ 500 kg的托盘承重（选配700 kg）
++ ø 800 × 1,000 mm的工件尺寸

NHX 4000

++ 400 × 400 mm的托盘规格
++ 400 kg的托盘承重

++ ø 630 × 900 mm的工件尺寸

获专利的盘式刀库

（适用于配西门子数控系统的NHX 4000 / 5000）

++ 市场上领先的紧凑结构（123刀位的宽度减少达41 % ）
++ 加工和非加工时装刀（双刀盘，123刀位）
++ 多达303刀位（123，183，243，303）

++ 3秒的屑到屑换刀时间，最长换刀时间5.6秒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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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NHX 4000和5000

无人值守
生产的准备

RPS – 回转托盘库

RPS – 大库容的紧凑型托盘库系统
亮点

屑到屑换刀时间仅5.6秒，换刀时间0.5秒

新

++ 回转托盘库，5、14或21附加盘位，共多达23盘位 //
西门子数控系统：共7盘位或12盘位

++ 最大托盘尺寸500 × 500 mm，最大托盘承重700 kg
++ 最大工件尺寸ø 800 × 1,000 mm

标配版的7大技术亮点

1. speedMASTER主轴，转速20,000 rpm，扭矩221 Nm
– 740 cm³ / min，CK45+

– M42攻丝，CK45（选配15,000 rpm，250 Nm）

2. 60位toolSTAR刀库

– 2.2秒屑到屑换刀时间（NHX 4000）+
– 带刀具破损控制

3. 带切屑箱和旋风过滤器的排屑器
和15 bar冷却系统

4. 转速100 rpm的数控回转工作台（DDM）

5. 加长的液压夹紧接口，
“自动连接器”
（在下端）+
和自上方固定，提高自动化生产的灵活性

6. 优化设计的铸铁床身，更高动态性能和更高稳定性以及 +
MAGNESCALE测量系统

7. CELOS配MAPPS版发那科数控系统
CELOS配西门子数控系统

CPP和LPP

5盘位到多达99
盘位的灵活托盘运送系统
亮点

++ 最大托盘尺寸500 × 500 mm，最大托盘承重700 kg
++ 最大工件尺寸ø 800 × 1,000 mm
CPP – 紧凑型托盘库

++ 多达29盘位

++ 多达4台机床和2个装夹位
LPP – 直线托盘库

++ 2层多达99盘位

++ 多达8台机床和5个装夹位

63刀位的外刀盘，
60刀位的内刀盘

有关自动化系统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utomation.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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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FUJI METAL CO.,LTD.

自动车 / 铣复合中心

提高生产力达
50 %
1

Fuji Metal专注于有色金属加工。
主要生产

在超现代化的Fuji工厂，三台DMG MORI多

的必备设备。这些材料的突出特点是硬度

直到加工后的清洗操作全部自动化。
“对设

溅镀机中的材料，溅镀机是半导体生产中
高、粘性大或易碎，需要特殊的加工技巧，而

轴车削中心由机器人连接在一起，从装夹
备和机床的投资使我们能满足生产需求的

不同于常规的钢铁或其它材质的加工。
Fuji

增长。
这是我们选择自动化系统的原因，”该

自动化的NT 4300 DCG使

DMG MORI解决方案的突破性

用 三 台 机 床 和 三 名 机 床 操 作 员，现 在 全

加工技术的优点，但我们当时难以相信该

Metal已成为该行业的领先供应商。
生产区面积减小达70 %

部集中在一台配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的NT
4300 DCG多轴车削中心上。事实上，一台
机床使生产区面积减少达70 %。机器人可
2

Masatoshi Fujii先生
总裁

在夜班和周末生产班次进行无人值守地

生产。提高生产力达50 %。这是Masatoshi

公司总裁介绍选择自动化系统的原因时说。
该公司总裁回忆说：
“ 尽管我们知道复合
技术适合我们自己”。特别是排屑难题。然

而，DMG MORI借助欧洲丰富的辅助设备

知识，用高压冷却液成功解决了复合加工
的难题，有效改善排屑。

Fujii总裁的决定，他信心满满地说：
“像我

DMG MORI的机器人解决方案加

资，但一天的工作时间能延长到大约20小

购买多轴机床，投资成本较高是不可避免

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这是一笔不菲的投
时，生产能力提高2.5倍”。

快投资回报

的。
“为加快机床的投资回报，Fuji Metal必

须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为此，DMG MORI

将加工过程自动化，增加夜班和周末的生
产班次。
该公司采纳该解决方案，并取得积
1. NT 4300 DCG配机器人系统
2. 生产1区副区长Shinji Kono先生，；+
生产1区区长Yuhei Tozawa先生；+
生产1区区长Yuya Chiba先生；+
公司总裁Masatoshi Fujii先生

极的成效，显著提高了生产力：
“DMG MORI
一站式地提供全部自动化系统组件，他们的
全面支持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成功的关键是年轻团队的创意

这是该公司第一次运营自动化的工厂。
“我
们对自动化生产计划一无所知。
为此，我们
内部成立了由年轻人组成的小团队，”该公

司总裁说。结果：年轻人的编程技术优于“
老员工”。
“他们将编程视为游戏。因此，操
作自动化机床的速度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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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X系列

新

1

2

占地面积

< 16.5 m2
NTX 2000 / 2500 / 3000

1. 40至50 kg重的毛坯举例
2. 机器人自动为NT 4300 DCG装件

同级别中领先的车 / 铣复合加工技
术 – TURNMASTER主轴，扭矩达
1,194 Nm和COMPACTMASTER主
轴，扭矩达132 Nm
亮点

++ turnMASTER主轴：

NTX 2000：8″卡盘，5.000 rpm，最大扭矩421 Nm

NTX 2500：10″卡盘，4.000 rpm，最大扭矩599 Nm

NTX 3000：12″卡盘，3.000 rpm，最大扭矩1,194 Nm

++ compactMASTER车 / 铣主轴，

扭矩达132 Nm和长度达350 mm

++ 多任务加工：直驱的B轴，5轴联动地加工复杂工件
++ 高灵活性，X轴行程可达主轴中心线下方–125 mm

FUJI METAL简介

++ CELOS配MAPPS版发那科系统和CELOS配西门子系统

++ 创建于1985年

++ 30多年加工溅镀机（半导体设
备）材料的经验

++ 专注于有色金属加工

6面完整加工复杂工件，工件直径达ø 670 mm和长度达1,500 mm，配
compactMASTER车 / 铣主轴和带80mm行程Y轴的第二刀塔（下刀塔）。
+
FUJI METAL Co.,Ltd.+
2 Chome-7 – 16 Hinode,+
Kawasaki-ku, Kawasaki-shi, +
Kanagawa-ken+
210 – 0824, 日本
www.fuji-metal.co.jp

有关NTX 2500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tx.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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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JOHANNES LÜBBERING GMBH

辅助生产的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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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JOHANNES LÜBBERING GMBH
早在2000年，LÜBBERING投资建设了
一个全新、现代化的当代工厂。

Markus Füchtenhans
LÜBBERING生产技术总监兼公+
司授权代表。

Johannes LÜBBERING公司位于东威斯

在汽车组装线上，设备制造商在其可用的

用自动化的完整加工技术优化工艺

件和钻孔设备高精度工具的领先制造

组装线上的钻孔和紧固系统日趋复杂。
航

DMG MORI的数控机床，早已应用复杂工

特 伐 利 亚 的 H e rze b ro c k，他 们 是 紧 固

商 。这 家 家 族 企 业 拥 有 2 0 0 名 高 素 质
员 工 及 独 特 的 技 术 创 意 ，为 几 乎 所 有

汽车和飞机制造企业生产复杂产品。
自 1 9 8 0 年 以 来，大 约 3 0 台 半 自 动 化 的

DMG MORI机床在LÜBBERING垂直紧

密集成的生产系统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该公司最新购买一套灵活的Robo2Go

机器人自动化系统，配合CTX系列车削中
心进行生产。

有限空间中安装的组件越来越多，导致

空航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LÜBBERING
生产技术总监Markus Füchtenhans解释

说：
“ 高安全性的组件必须依靠手持钻孔
机可靠地安装。我们已为客户解决了这

个问题”。LÜBBERING设备中使用的创意
全部是经典生产中的基础系统。车间中

的现代化机床包括电加工机床和磨床。
仅车削和铣削部就有大约30台DMG MORI
的机床。

早 在 2 0 0 0 年 ，L Ü B B E R I N G 已 采 用
件完整加工技术的工艺，Markus Füchtenhans回忆说：
“ 我们一直在不断地优化工
艺，2014年开始自动化生产，这是必然的

选择，自动化生产系统由DMC 650 V配PH

150 | 8托盘交换系统组成。”自主加工让我
们提高产能和为员工提供帮助：
“在生产系

统执行任务单时，我们的机床操作专员操
作其它机床或专心地编程和控制质量。
”这
是我们越来越依赖资深工程师的原因。

»

LÜBBERING采用DMG MORI的Robo2Go+
帮助公司的高素质员工操作CTC车 / 铣车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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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JOHANNES LÜBBERING GMBH

Robo2Go – 灵活应用于多台机床的标准

度。
红色区将使Robo2Go停止运动，停止后

另一项重大举措是车削中心的自动化。

Füchtenhans解释说：
“这是工业卫生与安

自动化系统

自2016年，LÜBBERING已将Robo2Go

用于CTX beta 1250 TC车削中心，这是
DMG MORI提供的一站式标准自动化系

必须重新启动Robo2Go才能运动。Markus

全的必要措施”。
“Robo2Go的另一个优点
是节省空间，无需防护栏。
”

统。
这款标准自动化解决方案用户友好，操

用ISTOS的生产计划模块打造数字

到其它车削中心处。
“72位件库的配置让我

配Robo2Go的CTX beta 1250 TC自动化

作人员可以轻松和快捷地将Robo2Go移
们可以一直自主地生产到周末。
”该公司采

用三班制工作周。
“我们上夜班的人很少，因

此Robo2Go可以长时间无人看守地工作。
”
编程简单且无需任何机器人知识

无需机器人编程知识就能编写Robo2Go
程序，因此几乎任何用户都能在很短的时
间内进行机器人示教。Robo2Go从工件库

中取出毛坯件，第二抓手将已加工件从副
主轴上卸下，然后再将毛坯件夹持在主轴
上。成品件放入工件库的空位处。机器人
的载荷能力达10 kg，可搬运的工件尺寸达
ø 100 × 250 mm。
激光监测危险区

Robo2Go的特别亮点是基于激光的危险区
监测功能。
如果系统正在工作时，一旦操作

化的车间管理

解决方案是LÜBBERING实施工业4.0的一

1

个组成部分。Markus Füchtenhans指出，
部分数字化工艺已经到位：
“我们使用
ISTOS的车间生产计划和高级生产计划功

能，用其管理从毛坯到成品发运的全过程。
此外，我们还在提高机床互联互通项目中

与ISTOS的合作。”由于特别适合采用自动
化生产解决方案，LÜBBERING已准备再次
购买DMG MORI的两台DMC 60 H linear
加工中心并用直线托盘交换系统将机床连
接在一起。

«

2

1. Robo2Go的工件库提供多达72件位。 +
2. Robo2Go全自动地将成品件从副主轴上卸件，+
并将新毛坯件装入主轴。

人员进入已定义的黄色区，机器人将减慢速

LÜBBERING简介

++ 紧固和钻孔设备高精度工具的
领先制造商

++ 1980年开始使用数控加工技术
++ Herzebrock总部拥有200名高
素质员工

+
Johannes LÜBBERING GmbH+
Industriestraße 4
33442 Herzebrock-Clarholz, +
德国
www.luebbering.de
用Robo2Go将成品件从副主轴上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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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JOHANNES LÜBBERING GMBH

ROBO2GO

全新第二代ROBO2GO
灵活的工件搬运系统，简化编程操作

CTX beta 800 TC
+ Robo2Go
更高灵活性和更+
高生产力的小批+
量生产

适用范围：+
CLX, CTX alpha+
CTX beta+
CTX 2500 +
CTX beta 4A+
CTX beta TC

1

5个全新功能
2

1. 新：开放的编程环境，

拖放式编程，确保更高灵活性 –
轻松示教机器人，< 15 min。

2. 新：轴件搬运

ø 25 – 150 mm和盘件
ø 25 – 170 mm

3
1. 在不同车削中心上轻松地设置，< 30 min +
2. 用预定义的程序组件开发工艺 +
3. 个性化的工件托盘和多任务功能 – 一个工件托盘允许
多个加工任务 – 中小批量生产的理想选择

3. 新：标配模块式抓手系统，外抓手和内抓手
4. 新：工件的堆垛

5. 新：工件托盘容量 增加20 %

+ 机器人负载能力为10 / 20 / 35 kg

用户友好 – 机床和自动
化系统共由一套数控系
统控制

++ 在CELOS中用对话
式数控系统

++ 无需编程知识

++ 用预定义的组件开发工艺
++ 创建自定义的工件托盘

++ 多任务功能：一个工件托盘
允许不同的加工任务

+	轻松换位 到不同的车削中心处，< 30 Min
+	允许同时使用棒料送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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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X / CMX

CLX / CMX
量身定制的
自动化系统！

CLX 450

新：800 MM的车削长度和副主轴，
提供6面完整加工能力
亮点

新

++ 最大工件直径达ø 400 mm和车削长度达

800 mm（配置Y轴时最大直径为ø 315 mm）

++ 高性能转速达4,000 rpm的主轴，最大扭矩
达426 Nm和功率达25.5 kW

++ ø 80 mm棒料通过能力，

卡盘直径分别为210、250或315 mm

++ 120 mm的Y轴*满足偏心加工要求

++ 副主轴的配置提供6面完整加工能力，
转速达5,000 rpm，扭矩达192 Nm
和功率达14 kW（40 % DC）
，含Y轴

++ X轴和Y轴配MAGNESCALE

直线直接测量系统及Z轴为选配

++ 可选西门子数控系统或发那科数控系统，
+

*

占地面积

< 6.7 m2

都可为19″触控屏显示屏
选配

CMX V

DMG MORI制造的
PH 150托盘运送系统
亮点

++ 直接由机床数控系统操作，无需其它外部控制系统
++ 最大负载能力达150 kg（选配为250 kg）
++ 可夹持2种托盘尺寸：

10个320 × 320 mm托盘，或6个400 × 400 mm托盘

++ 换盘时间< 40 sec

++ 雄克夹持系统VERO-S，夹持力112 kN

++ 适用于CMX V和CMX U、DMC V、DMU 50 monoBLOCK、
DMU eVo等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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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CLX / CMX

新

新

搭载于CLX车削中心的
第二代ROBO2GO
亮点

++ 数控系统提供对话式编程功能，
无需事先学习

++ 快速且轻松地示教机器人，
时间不超过15分钟

++ 可操作的工件直径达 ø 170 mm

++ 三个版本：负载能力为10 / 20 / 35 kg

++ 模块式抓手系统，标配内外抓手（自选）

高性能副主轴，转速达5,000 rpm和扭矩达192 Nm（40 % DC）。

CMX V和CMX U

CMX V *和CMX U的WH 8 CELL
工件运送系统
亮点

++ 模块式自动化系统，最大工件重量达8 kg

新

++ 两个工件库：

– 2个（选配3个）工件托盘，工件高度达140 mm，
工件托盘：600 × 800 mm，最大承重150 kg

– 工件高度50或110 mm的托盘库，

托盘：600 × 400 mm，最大承重20 kg

++ 含库卡KR10及雄克单抓手或双抓手，含客户专用的定制夹爪

++ 扩展选配（选配）：SPC抽屉，废品滑道，工件吹气位和翻转设备
+

*

请查询

  TECHNOLOGY EXCELLENCE

41

成功案例 – EISENWERK ERLA

18台互连的NLX 2500车削中心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
自动化地生产

位于德国施瓦岑贝格萨克森市的Eisen-

心连接在一起，包括全部NLX 2500 | 700机

交钥匙总包项目：18台互连的NLX 2500机

高效和最现代化的铸造分包公司之一。Ei-

济方面的震撼”。

自动化生产工艺的第一步是将锻坯装入机

werk Erla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德国最
senwerk Erla的90 %业务来自汽车业。
多

年来，奥迪、宝马、戴姆勒和大众，以及石川

床 – 让我们感到相当震撼，包括质量和经
节拍时间只有100秒

岛播磨和博格华纳的供应商信任这家位

每个生产班次的机加工车间配一名工段长、

发动机部件。
2016年，Eisenwerk

参与生产部的创建，今天仍负责生产。
“所

于厄尔士山公司制造的排气系统部件和

Erla收

到重量级汽车制造商的订单而扩大其产品

范围。该公司用DMG MORI的18台互连的
NLX

2500 | 700车 / 铣中心生产发动机部

件，其中3台由龙门机械手系统连接在一
起。
其产品包括不同型号的三缸、四缸和六
缸发动机部件。

该项目总投资达700万欧元，这些数控机床

安装在由原铸造锅炉房改建的车间中。Eisenwerk Erla首席执行官Dietmar Hahn介

绍最初计划时说：
“起初，我们想手工装件”
。
而那时DMG MORI就建议我们采用全自动

化的生产系统。
“将铣削加工中心与车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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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协调员和三名机床操作员。
Rico Klotz

有员工的生产都要尽可能地简单，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差错风险”。因此，每件成品的

精度都要在专用夹具上进行检查。
“我们使

用类似于计量室周检使用的夹具，周转箱也
已标准化，因此机器人可以在组装时取出工

件并立即进行安装”。
6台互连生产单元中的
5个单元完全相同；另1个单元用于生产较大

的工件。
在机床方面，Rico Klotz介绍道，Eisenwerk Erla选择三台NLX 2500 | 700车 / 铣

复合中心，以缩短屑到屑换刀时间。
“这使我
们可将每件工件的节拍时间缩短到大约100

秒”。
亮点是DMG MORI的BMT刀塔。
最高转
速达10,000 rpm和扭矩达40 Nm。

床包括DMG MORI的编程系统

床。
工件类型由激光检测，机器人拾取各工
件前，将工件移到准确的位置，以确保正确
地夹持在机床内。
“第一台机床进行钻孔和

铣削基准面的加工。第二台机床加工表面
轮廓。
第三台机床铣削其它槽”
，Rico Klotz

介绍加工工艺时说道。同时，两个翻转位
将工件移到正确的位置。互连的18台机床

是DMG MORI的交钥匙总包项目，该项目
还包括编写相应的程序。在刚满一年的时
候，Rico Klotz总结道：
“整个系统除了微小
调整外，几乎未遇到任何问题。”废品率低

于1 %就是有力的证明。
“这就确保了发给
客户的部件全部合格”。

«

1

成功案例 – EISENWERK ERLA

2

桁架机械手
GX-05
适用于NLX 2000
和NLX 2500 | 500
（700）

配桁架机械手GX 5的NLX

1. 2016年，Eisenwerk Erla建立自动化的+
机加工车间，由18台互连的NLX 2500机床组成
2. 机器人在传送带上拾取毛坯

带自动化系统 –
从毛坯到成品的全过程
亮点

++ 最大工件达ø 120 mm和长度达120 mm，
搬运重量2 × 5 kg

++ 堆叠式工件库，2个装夹位和14、20或26盘位； 	
每个盘位承重达35 kg

++ 高速机械手：X / Y轴的快移速度达180 / 200 m/min
++ 带自动化系统的占地面积仅1.5 m²
++ 机械臂自带双抓手，减小干涉轮廓

EISENWERK ERLA简介

++ 大约340名高素质的员工

++ 90 %的业务来自汽车行业

++ 德国效率最高和最现代化的铸
造分包公司之一

1. 堆叠式工件库，每个盘位承重达35 kg
2. 双抓手，承重达2 × 5 kg
+
Eisenwerk Erla GmbH+
Gießereistraße 1
08340 Schwarzenberg, 德国
www.eisenwerk-erla.de

有关NLX系列机床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lx.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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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X 1500 / 2000 / 2500

2018
全球首秀

ALX紧凑型车削中心：
自动化批量生产
的35款扩展选配

BMT刀塔动力刀的最高转速达6,000 rpm，+
最大扭矩达15.9 Nm。

ALX系列亮点

++ 35款扩展选配，满足全部生产要求
++ 4种车削长度：

300、500、1,000和2,000 mm（顶尖间距离）

++ turnMASTER主轴（直驱），同心度达0.4 µm和36个
月质保期且无工作时间限制

++ 箱式硬轨（X轴）和直线导轨

（Y / Z轴）
，提高减振性能和动态刚性

++ 最新的3D数控技术：

，
12.1″ COMPACTline配MAPPS Pro（300和500）

15″ SLIMline配MAPPS（1000和2000）

++ 11款技术循环提升加工能力，

例如偏心车削、多种螺纹加工循环等

++ 节能功能DMG MORI GREENmode

配GX 15桁架机械手的ALX 2500，
最大工件可达ø 200 × 150 mm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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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ALX 1500 / 2000 / 2500

10盘位的堆叠式工件库，+
每个盘位承重达75 kg。

带双抓手的机械手，适用于直径达ø 200 mm、+
长度达150 mm和重量达15 kg的工件。

生产中机内测量的检测位。

ALX – 沿续CL系列1,000
台辉煌业绩的新机型

温度控制系统

++ 床身带冷却液循环冷却功能，
提高温度稳定性

占地面积

< 2.7 m2

（300、500和1000版）

++ 车削主轴和BMT刀塔带油冷功能
接近性能和机床维护

占地面积相当于+
CL 1500 / CL 2000+
（300车削版)

自动化的理想选择，轻松接近机

床的日常维护位，例如从正面接近

++ 润滑油箱和废油箱
++ 带切屑箱

35款扩展选配，4种车削长度
BMT刀塔（MC、Y、SY）
，转速

turnMASTER主轴

6,000 rpm / 功率5.5 kW / 扭矩

（直驱）质保期达36个月

15.9 Nm（25 % DC）

主轴

卡盘尺寸

ALX 1500

6″

ALX 2000
ALX 2500
**

无尾座

8″

10″

300

–

T **

适用，– 不适用，T = 车削，MC = 动力刀，Y = Y轴，S = 副主轴

且无工作时间限制

500

车削长度

1000

2000

turnMASTER主轴（10 % DC）*

ALX 1500
ALX 2000

T, MC, Y, SY

T, MC, Y

ALX 2500

*

卡盘尺寸
6″
8″

10″

转速

功率 / 扭矩

4,500 rpm

22 kW / 253 Nm

6,000 rpm
3,500 rpm

副主轴6″：7,000 rpm，11 kW，78 Nm（25 % DC）

15 kW / 179 Nm

30 kW / 796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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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O.M.Z.OFFICINA MECCANICA ZANOTTI SPA

SWISSTYPEkit –
一台机床既车削短
件又车削长件

SWISSTYPE套件
++ SPRINT 20或SPRINT 32配FANUC
32i数控系统和10.4″彩色显示屏

++ SWISSTYPEkit使一台机床既能车削
短件又能车削长件

++ 刮板式排屑器

++ 带乳化液处理设备
++ 彩色信号灯

++ 成品工件传送带
++ 运输包装

++ 运输和现场安装

SWISSTYPEkit

Marina Zanotti
O.M.Z.公司所有人兼总经理和联合总经理+
Pietro Perolini

位于意大利克雷马的O.M.Z. s.p.a.（Of-

ficina Meccanica Zanotti）公司创建于
1983年，今天在生产型车削领域已发展

最大工件直径达ø 32 × 600 mm，

司已成为许多著名企业的可靠合作伙伴，

SPRINT 32|8车削中心设计用于完整加工

益于定期对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投资，该公
例如博世、布雷博和BTicino。O.M.Z.用
DMG MORI的自动车削中心加工高精度

的工件，至今已超过35年。该公司车间现
有28台机床，其中7台SPRINT
中心为近两年购入。

32|8车削

32,000,000件，2,000吨材料

面对庞大的客户群和严格的要求，O.M.Z.必
须 坚 持 面 向 客 户 的 经 营 理 念 。M a r i n a
Zanotti介绍说：
“ 我们主要服务于汽车行

业”。生产许多用于汽车制动系统、方向盘

和发动机的零件。
我们也有一些电子行业、
天然气和液压行业的客户。
批量从200件到
该工厂发出。这位首席执行官说：
“大约相

当于每年使用2,000吨的材料”。这些零件

的材质为不锈钢和铝合金、钛合金或黄铜，

折扣达23 %
+ 6周交货
*

截止于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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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小于2.8 m²

工件，工件尺寸达ø 32 × 600 mm，其紧凑

的机床结构使占地面积仅2.8 m²，完全适

合O.M.Z.车间要求。
Pietro Perolini说：
“该

机以较小的空间提供相当高的生产能力”
。高刚性的机床结构确保满足高精度的要

求：
“大间距的滚珠导轨、热对称的床身和

配角度编码器的主轴和副主轴内置电机，
这些都是一流的配置。
”夹持精度在5 µm以
内，SPRINT 32|8拥有同级别机床中领先的

SWISSTYPEkit，
车削短件与长件

尺寸在ø 1至72 mm之间。

精度等级。

一站式地提供全部加工

较高的加工灵活性是该机的另一个决定性

所有加工操作全部在O.M.Z.完成。只外包

刀具快换系统缩短刀具装夹时间达20 %

亮点：
“即使复杂的工件，SPRINT 32 | 8也

表面处理和淬火加工。
该公司用DMG MORI

能高效率地加工。
”该机的灵活通用性来自

席执行官Pietro Perolini表示，原因很明显：

个直线轴和两个C轴，以及10个动力刀位，

车削中心满足极高产量要求。
O.M.Z.公司首
“机床的质量和可靠性十分过硬。”这些特

点和一流的客户服务是顺利进行加工生产

和确保机床高可用性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我

46

我们决定购买7台SPRINT 32 | 8车削中心。

成为快速进步和高效率的分包制造商。获

数百万件。每年大约有3,200万件的零件由

固定价格*，

们与DMG MORI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为此

该机两个独立直线滑架提供的28刀位、6

其中两个位于副主轴附近的正面。Pietro
Perolini继续介绍道：
“SPRINT 32 | 8可用

两把刀同时加工，显著缩短周期时间”。快

成功案例 – O.M.Z.OFFICINA MECCANICA ZANOTTI SPA

1

2

1. O.M.Z.现在使用着28台DMG MORI的自动车削中心 +
2. SPRINT 32 | 8的占地面积仅2.8 m2 +
3. O.M.Z.用棒料送料机提高生产力

速换刀系统还另外缩短装夹时间达20 %。
SPRINT 32 | 8的SWISSTYPEkit套件还提供

更多加工能力，既能车削短件又能车削长
件。
转换时间不超过30分钟，包括组装和切

换数控系统菜单。
主轴行程从100 mm增加
到240 mm。
棒料长件车削时支撑件长度最

短为171 mm，短件车削时为70 mm。
“由于

SWISSTYPE kit套件，SPRINT 32 | 8车削中

3

«

O.M.Z.简介

++ 创建于1983年

++ 总部位于意大利克雷马

++ 汽车、电子和液压行业的高
精度车削零件

心可加工许多不同的工件，在生产新订单
的任务中，我们达到非常高的灵活性。
”

O.M.Z.对投资的注重还体现在他们购买最

新款SPRINT系列机床上。O.M.Z.还有多台
DMG MORI的多主轴机床，Marina Zanotti

提示道：
“我们已向DMG MORI订购一台新
款MULTISPRINT 36和一台GM 20车削中
心并考虑继续购买该类产品。
”

+
O.M.Z. +
Officina Meccanica Zanotti Spa
Via Alessandro Volta, 17 – 23, +
26013 Crema CR, 意大利
www.omztorn er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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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AMERICAN MICRO PRODUCTS

American Micro Products用6台SPRINT 32|8+
车削中心生产燃油管接头等产品。

Federico Veneziano
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

生产型车削
复杂的形状并达到
微米级的高精度
American Micro Products用高刚性、高性

台SPRINT系列车削中心，数台GMC系列多

达到高精度，以此保持公司的竞争力。

年，在最新购买的机床中包括一台SPRINT

能的SPRINT系列车削中心车削复杂形状并
60多年来，位于俄亥俄州巴达维亚的Amer-

American Micro Products的首席执行官

供全面解决方案。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高

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

精度的加工和组装，他们服务于流体技术、
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发动机及燃油系统等

行业。公司总部拥有约200名员工，中国子
公司另有约100名员工。自2003年起，该公

司一直依赖DMG MORI的生产型车削中心

和紧凑型加工中心。已安装的机床包括数
  TECHNOLOGY EXCELLENCE

32 | 8和一台SPRINT 50。

ican Micro Products公司从一人的小作坊

成长成为全能型制造商，一站式地为客户提

48

主轴自动车削中心和MILLTAP 700。2017

Federico Veneziano强调说：
“我们与客户
要”。
“双方间的紧密合作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高难项目。在项目初期参与开发使我
们能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咨询意见并开发

合理化的生产解决方案。
”American Micro

Products团队同样能获益于多年的经验和
定期投资购买的先进数控机床。

成功案例 – AMERICAN MICRO PRODUCTS

American Micro Products+
用高稳定性的+
SPRINT 42|10 linear+
车削中心生产不同的喷嘴。

24 / 7生产的DMG MORI自动车削中心

可靠地加工航空航天合金工件并达到微

生产设备视为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

SPRINT 32 | 8是American Micro Products

Federico Veneziano将创新和高可靠性的
“我们发现DMG MORI生产型机床技术先

进和生产力高。
”由于DMG MORI服务团队
的响应速度非常快，机床的可用性很高。
如

果生产中断，将带给American Micro Prod-

ucts严重问题，因为每条生产线生产多达百

万件的工件，而且规格多达100多种。该公
司用DMG MORI的生产型车削中心满足如
此高的产能要求。SPRINT系列车削中心和

GMC系列多主轴自动车削中心是该公司车
间的主力机型。生产的工件范围清晰地表
明DMG MORI生产型车削中心在American

Micro Products承担的复杂任务。不锈钢
和高强度航空航天合金都是常规的工件材

质。
精度要求在微米级。
拥有强劲铣削能力

的SPRINT及GMC车削中心都能加工复杂

形状。
“我们的交货期非常短，我们只能使
用高生产力的机床。
”

SPRINT 32 | 8

米级公差

最新投入生产的生产型车削中心之一。该

机生产不同的燃油接头。航空航天合金的
复杂工件的加工节拍仅大约70秒。允许的

公差仅为0.01 mm。
机床操作员组长Dustin

Brewer说：
“这类加工任务需要极高刚性和
高性能的机床”。紧凑型SPRINT 32 | 8车削中

心配高刚性和宽间距的直线导轨，以确保满
足高刚性的要求。
Federico Veneziano继续
介绍说：
“在工件复杂性方面，SPRINT 32 | 8

的灵活通用性也是一大亮点。
”生产这样的

工件几乎需要使用机床的全部功能：主轴、
副主轴、动力刀，其中两把刀要同时加工。
“
生产复杂工件时，高稳定性、高性能和高灵
活性的综合性能是可靠地加工难切削材质

的决定性因素。
”在加工区内优化落屑的性

能也有助于提高工艺可靠性。他也看重用

户友好性：
“从短件车削转为长件车削时，

完整加工尺寸达
ø 32 × 600 mm的
工件，占地面积小于
2.8 m²
亮点

++ 6个直线轴和2个C轴

++ 两个独立的直线刀架提供
多达28刀位

++ 多达10位动力刀

（4 / 4 / 2 – 刀架1 / 2 / 3）

++ 多达2把动力刀同时加工

++ 高刚性和宽间距的滚珠导轨，
确保持久的高刚性

++ 选配SWISSTYPEkit套件，

一台机床既车削短件又车削长件

SWISSTYPEkit套件只需不超过30分钟，同时

提供优异的操作舒适性和全部控制功能。
”
»

Tool Lifecycle Management
supports Industry 4.0
www.tdm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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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AMERICAN MICRO PRODUCTS

我们用现代化的机床确
保我们的竞争优势，
例如SPRINT 32 | 8
和SPRINT 50。
Federico Veneziano
American Micro Products+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

机床操作员Erica Williams正在操作SPRINT 50。
生产型
车削中心自动加工棒料和车削盘件，提供多达36刀位。

获专利的TWIN结构提供
两个独立的加工区

如SPRINT系列车削中心，能确保我们的

竞争优势”。因此，他将继续执行该策略：

S P R I N T 3 2 | 8 加 工 客 户 的 工 件 ， “我们经历了几年不佳的年景，现在经济形

American Micro Products用SPRINT 50
加 工 自 己 开 发 的 产 品 ，密 封 的 电 子 接

高刚性的机床结构，
确保更高精度
头。SPRINT系列机床的刀塔亮点是高刚

性的结构设计，其高刚性来自优异的热稳
定性和三点支撑的高固有刚性床身。液冷
的主轴和副主轴确保更高精度。Federico
Veneziano说：
“ 这些工件能满足高精度

的要求”。垂直的床身让切屑自由下落，

势已明显回升，因此我们的订单情况必将需
要更多的投资。
”


AMERICAN MICRO简介

++ 位于俄亥俄州巴达维亚的总部
拥有200名员工

++ 中国子公司拥有100名员工

++ 60多年丰富的经验，为流体技
术、航空航天、医疗器械

以及发动机和燃油系统提供高

户提供更高生产力：该机配双刀塔，由此
创造两个独立的加工区，副主轴 / 尾座复

合体可横向运动。Federico Veneziano
指出：
“投资购买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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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轴生产型车削中
心，多达36位动
力刀，最大直径达
ø 50 mm
亮点

++ CELOS配西门子数控系统：
双刀塔和TWIN结构，

3刀塔和3个带B轴刀塔

精度加工服务

++ CELOS配MAPPS版发那科数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垂直床身以自由落屑，无温度影响

++ 在客户项目开发的初期与客户

确保工艺的高可靠性 。S P R I N T 5 0 获专

利的TWIN结构已历经数千次考验为用

«

SPRINT 50

American Micro Products, Inc.
4288 Armstrong Blvd.
Batavia, OH 45103 – 1600 +
www.american-micro.com

控系统：双刀塔

++ 液冷主轴和副主轴，确保更高精度

切削状态

振动和
表面粗糙度

减振器
温度

制造业的未来就在今天
使用创新的数字加工互联解决方案CoroPlus®优化您的加工过程
并方便您的决策制定。

在线访问：coroplus.sandvikcoromant

访谈 – DMG MORI培训学院

“ 培训和职业发展的

首选之地”

						

DMG MORI培训学院在全球13个地点传授

生产技术已超过25年以上。DMG MORI培训

Jan Möllenhoff
DMG MORI培训学院总经理
jan.moellenhoff@dmgmori.com

Möllenhoff先生，DMG MORI培训

学院在DMG MORI集团的产品和

学院为客户、服务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认证

服务范围中居于怎样的地位？

作，还参与WorldSkills世界技能大赛，最

必须掌握较深入的数控机床专业知识。这正

提供模块式培训课程并与教育机构携手合
近又新增增材制造卓越技术中心的咨询服

务。
DMG MORI培训学院总经理Jan Möllenhoff与我们畅谈全球领先的数控技术

培训学院的发展以及在集团公司内的角色。

要充分发挥最新生产解决方案的全部潜能，
是我们模块式培训课程所提供的。我们为客

户提供机床编程、设置和操作的基础培训。
我们的高级课程提供更全面的培训，例如
测头的使用和平面的变换。专业课程主要
集中在复杂的铣 / 车复合加工、车 / 铣复合

加工或5轴联动加工方面。

我 们 也 提 供 服 务 培 训 课 程 。在 服 务 培 训
的 学 员 中，大 部 分 学 员，比 例 达 8 0 % 是
DMG MORI自己的服务工程师，但我们也

培训客户的员工。我们提供2天的短期培
训，例如碰撞后对机床进行找正。
我们在服
务课程中传授的知识通常可使客户自己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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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DMG MORI培训学院

图片：
WorldSkills+
世界技能大赛

贵院在全球的培训活动表明提升年轻人技

能是全球性的工作。
贵院参与WorldSkills

世界技能大赛正说明这个问题 ...

完全正确。我们支持WorldSkills德国技能
大赛和WorldSkills世界技能大赛已有很长
的历史，2016年以来，我们是WorldSkills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的 全 球 产 业 合 作 伙 伴 。同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时一样，我们计

这样的培训也有助于应对熟练工短

划为将于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下届

缺的情况 ...

完全正确，是这样。在全球，我们的18名员工
只有一件任务：专为教育机构和工业企业的
培训师提供咨询，包括现代化数控培训的设
备和体系。
该服务不仅在欧洲十分重要，在

机床维护部门执行大部分机床保养和维护

工作。这无疑具有较明显的时间优势并能
提高机床可用性。

了全新可能，因此当然也是创新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机床和创新的编程软
件以及教学辅助和培训师的专题培训。

育机构获益？

这 些 项 目 确 保 面 向 未 来 的 数 控 培 训 。例

如，工业4.0和数字化领域的专用培训包。

的潜力，但他们常常不具备必要的知识。
我

和LASERTEC SLM系列增材制造机床的工

艺链。
“增材制造快速评估”是一个切入点，
用其与客户一起发现特定的潜力。
今后，我

们将提供工件的工程技术，帮助并承担小批
量的生产任务。
我们也将继续为该技术的引

进提供咨询服务及管理、设计和生产培训。
«

全球最大的数控培训学院！

芝加哥

的巨大机会。虽然许多用户认识到该技术
设计技能并建立LASERTEC 3D / 3D hybrid

者都找到了工作。

比勒菲尔德
（总部）
巴赫
韦尔瑙
莱翁贝格
格雷茨里德
弗朗顿
克劳斯
温特图尔

喷粉式或粉床式增材制造为产品设计创造

们感到这是我们的任务，为客户提供必要的

作为加工技术的领导者，DMG MORI通过

培训的人员。85 %以上拥有该资格的求职

新的技术领域。
DMG MORI培训学院承担

工业企业的教育机构提供全套交钥匙总包

要。
我们为职业学校、技术学院或大学以及

我们早就开始为公众求职者传授知识，使

部门向DMG MORI的客户介绍已成功完成

增材制造卓越中心正在使贵院进入一个全

哪些任务？

这样的交钥匙总包解决方案如何使教

知识成为求职者自己的技能。我们的人事

车削和铣削机床，并提供技术支持。

新兴国家，例如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很重

DMG MORI培训学院是如何从传统

培训发展成为现在的服务范围？

WorldSkills世界技能大赛提供我们的数控

培训学院简介

++ 全球13所高科技的培训中心

++ 每年培训多达20,000多名学员
莫斯科

++ 模块式培训，

培训课程超过200门

乌里扬诺夫斯克

++ 85台培训使用的DMG MORI
上海

伊贺

现代化机床

++ 62个教室

++ 超过2,500家培训机构装备
了DMG MORI机床

DMG MORI培训学院每年在全球13个培训学
院以及在客户工厂处为20,000名学员提供培
训和现场培训。

有关我们的全部联系人+
和联系地址，请访问：
locations.dmgmori.com

DMG MORI Academy GmbH
Gildemeisterstraße 60
33689 Bielefeld, 德国+
www.academy.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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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 工艺链

一站式提供粉
床式和喷粉式
增材制造

随形冷却道

优化和直达切削点的冷却液喷射角

轻质化设计

相同的抗扭刚性，重量减轻30 %

直接达到成品品质

HSK刀柄上的成形工艺无需支撑结构

传统方法无法实现
集成多种成形技术和轻量化结构 +
确保更短周期时间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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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 工艺链

量 身 定 制 的 生 产 解 决 方 案 ：作 为 一 家 提

术开发加工解决方案，满足量身定制要求

DMG MORI将自己的LASERTEC 3D hybrid、

增材制造能力也推动增材制造技术的进

供金属工件所有增材制造技术的供应商，
LASERTEC 3D 和LASERTEC SLM机床与

并培训客户，使客户可以使用该创新技术。
一步发展。
现已为LASERTEC 3D hybrid、+

该机在一台机+
65 3D hybrid增材制造机床。

制造机床开发出四大工艺链。
结合传统数控

工技术。
较大的车 / 铣中心LASERTEC 4300

传统数控加工机床技术结合在一起。

LASERTEC 3D和LASERTEC SLM系列增材

DMG MORI拥有数十年机床制造经验，并

加工机床技术，DMG MORI提供增材制造完

拥有激光技术和粉床技术，是金属工件各
类增材制造技术的全球供应商。增材制造

LASERTEC 3D hybrid：该增材制造在一台

机床中提供喷粉式和传统切削加工技术

整生产的全面解决方案。

5年前，DMG MORI在市场上推出LASERTEC

床 中 结 合 了 激 光 堆 焊 与 5 轴 联 动 铣 削 加+

3D hybrid采用相同的工作原理。该机可交替+
地进行堆焊和铣削或车削加工。这种复合加

工能力可生产非常复杂的几何形状，被加工
的部位在后续生产步骤后将无法再接近。

卓越技术中心的专家用他们丰富的专业技

四大增材制造完整加工工艺链
成品工件
激光堆焊
3D hybrid

喷粉式增材制造技术结合

铣削加工 – LASERTEC 65 3D hybrid：
最大工件尺寸：ø 500 mm，高度400 mm

车 / 铣复合加工 – LASERTEC 4300 3D hybrid：+
最大工件尺寸：ø 660 mm，长度1,500 mm

SIEMENS NX
增材制造 / 复合系统

3D

选择性激光熔融 (SLM)
SLM

SLM
CELOS

喷粉式增材制造
最大工件尺寸
ø 650 mm，+
高度560 mm

粉床式增材制造
最大工件尺寸
300 × 300 × 300 mm

金属切削

金属切削

金属切削

粉床式增材制造
最大工件尺寸300 × 300 × 3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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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材制造 - 工艺链

各种增材制造解决
方案的全球供应商

++ 特有：

四种工艺链，一站式提供增材制
造和金属切削精加工技术

++ 20年激光加工技术和SLM技术
++ 端到端能力，

包括金属工件增材制造领域

++ 一站式提供全部金属材料和形

状的粉床（SLM）和喷粉（LDM）
式增材制造技术

++ LASERTEC 3D hybrid /

LASERTEC 65 3D:

LASERTEC 30 SLM：

配合车间中已有的机床

两种粉床式增材制造工艺链

轴机床，专用于喷粉式激光堆焊。
堆焊成形

增材制造机床（选择性激光熔融）。该机第

紧凑型LASERTEC 65 3D增材制造机床为5
的工件在外部铣削加工中心上进行精加

工，确保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生产能力。LA-

SERTEC 65 3D的加工区比复合加工版的机

床大4 0 %左右，占地面积小4 5 %左右 。
DMG MORI提供完整工艺链，从数控编程到

在机床上进行成形后的加工。从使用材质
数据库中的技术参数在西门子CAD / CAM

复合系统中编程到加工、过程监测及文档

记录，DMG MORI拥有两种完整工艺路线。

DMG MORI的LASERTEC 30 SLM为粉床式
二代的成形区达300 × 300 × 300 mm，其
简约的设计提供优异的易操作性。
适用于粉
床技术的两种工艺链。
用增材制造方式生产
的工件在铣削加工中心上通过精加工达到

要求的表面质量。
此外，LASERTEC 30 SLM

能精加工已铣削的增材制造的底板和本体，
且无需支撑结构。

一体化的软件解决方案，包括CAM编程和
机床控制，CELOS随LASERTEC 30 SLM的

工艺链一起提供。由于高效率的信息流和

LASERTEC 3D：成功的喷粉式

直观的操作，这款统一的用户界面确保增材

激光堆焊增材制造机床

制造的工件在加工前和加工后都拥有优化

++ LASERTEC SLM：

的工艺。

粉床技术的开拓者

++ 全面的咨询和培训服务，例如设

«

计、材质选择和工艺参数定义

新

第二代+
LASERTEC 30 SLM

rePLUG粉料模块
将换粉时间缩短到
2小时以内 。

亮点

++ 粉床式，成形区300 × 300 × 300 mm

++ CELOS：一体化的软件解决方案，从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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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通过模块式换粉系统就可扩大材质范围

++ 自带辅助设备，包括粉料回收系统，
安全地进行粉料操作

编程到机床控制

++ 更高工艺独立性：

个性化地调整全部机床设置和工艺参数

++ 选配：为批量生产进行工艺参数

++ 开放式系统：

且对材质供应商的选择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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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rePLUG一种材质 –

带自动交换功能的高性能双过滤系统
材质开发的
“rePLUG研究”

增材制造 - 工艺链

铣削 →
增材制造

直接在粉
床中达到成
品工件

在增材制造生产前，铣削底板

修复的胫骨

和本体，无需支撑结构，直接达
到成品！

Florian Feucht
销售和应用总监
REALIZER GmbH
florian.feucht@dmgmori.com

尺寸: 75 × 57 × 53 mm
材质: Ti6Al4V
层厚: 50 µm
铣削加工时间: 12分钟 / 件
增材制造的加工时间: 9小时（9件）

«

Jan Riewenherm
产品经理
REALIZER GmbH
jan.riewenherm@dmgmori.com

Rinje Brandis 博士
咨询总监
增材制造
REALIZER GmbH
rinje.brandis@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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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NHW 3D GMBH

粉床技术打造
创新的产品
并优化生产
NHW 3D是增材制造技术中心，现有三名员

工，致力于为汽车、航空航天和机械工程领域

的客户优化生产工艺并开发量身定制的解决
方案，为客户提供全程服务，从创意到原型件
生产直到批量生产准备。
与DMG MORI合作
并在现场大量试用后，NHW 3D已购一台第

二代LASERTEC 30 SLM增材制造机床，以
此扩大金属激光烧熔的生产能力和产量。

SLM技术减少刀具重量约30 %

NHW 3D首席执行官Michael Schmid介绍
其公司的核心技术能力时说：
“ 3D打印技

NHW 3D以开创性的创意+
优化客户的工件

术是生产复杂工件的高效率解决方案”。
特

rePLUG –
粉料换粉模块
将换粉时间压缩到
2小时以内
别是，金属工件的增材制造的重要性与日

“此外，镂空的结构和随形冷却道的布局

切合作，在开发新一代LASERTEC 30 SLM

处。
”Michael Schmid发现增材制造的巨大

Michael Schmid回忆合作时说：
“在HFM，我

使冷却液以理想的喷射角度喷射在切削刃

优势：
“3D打印实现了大幅节省和缩短开发

时间，这意味着产品开发中将拥有更高灵活
性。
也是对传统工艺链的补充。
”在许多应用
案例中，设计、编程和复杂的铣削加工在时

增 材 制 造 机 床 中，参 与 现 场 测 试 计 划 。
们使用大量生产技术，过去Neher集团也是
DMG MORI的开发伙伴”。合作开发的实际

结果就是NHW 3D的最新成果。
LASERTEC

30 SLM 突出优势是结构紧凑和换粉速度

间和成本方面均高于增材制造。

快。DMG MORI将其称为模块式换粉系统

在热作工具钢的HSK刀柄上成形。该铣刀

双赢：联合开发提高工艺可靠性和可用性

Koschmieder说：
“粉料模块的更换时间只

性。
Michael Schmid说：
“结果是该铣刀重

速发展，他们的目标是为生产技术的发展提

俱增。例如，NHW 3D为Neher集团生产的

铣刀，特别体现增材制造的优势。该铣刀
内部的坚固支撑结构确保必要的抗扭刚

量减轻30 %，重量仅700 g，但稳定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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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W 3D自创建以来，该公司一直保持着快
供有力的支持。为此，他们与DMG MORI密

rePLUG。NHW 3D的技术模制模师Isabel

需不超过2个小时”。
rePLUG还能提高工作

安全性：
“封闭的粉料回路意味着避免可能
发生反应的粉料的逸出和吸入。
”

成功案例 – NHW 3D GMBH

第二代LASERTEC 30 SLM
搭载统一的
CELOS控制和用户界面。
Michael Schmid, NHW 3D总经理+
Isabel Koschmieder, 技术模制模师和 +
Christian Bender, 技术模制模师和销售负责人

高性能双过滤系统提高工艺自主性

开放式系统：全部机床设置和工艺参数的

的选择自由体现我们坚持以客户为导向的

代LASERTEC 30 SLM 中考虑了工艺安全

第二代LASERTEC 30 SLM搭载统一CELOS

能地优化生产工艺并打造更完美的工件。

在过滤系统方面，DMG MORI在设计第二

个性化调整

性；为此，NHW 3D的增材制造技术和销售

控制和用户界面。
“该机是一个完整的开放

用高性能双过滤系统，自动更换过滤器，因

可以分别进行调整”,Christian Bender介

负责人Christian Bender介绍说：
“该机采

此可在不中断生产的情况下更换过滤器。
显著提高机床可用性，特别是夜间和周末
生产时的可用性。
”

系统。也就是说，全部设置和工艺参数都

理念”。
“我们的目标是用开创性的创意，智

”
第二代LASERTEC 30 SLM是其中的关键。
«

绍该机的日常使用时说。因此，能确保生
产的高灵活性且不限制对材质供应商的选

择。
Michael Schmid继续介绍说：
“如此高

NHW 3D GMBH简介

++ 2016年在奥斯特菲尔德尔恩

创建，是HFM模型和制模公司

的子公司，Neher集团的成员公
司，高精度的刀具制造商，w3

GmbH媒体服务供应商的成员

++ 增材制造的技术中心

++ 塑性激光烧结、立体雕刻和金属
激光熔融

第二代LASERTEC 30 SLM搭载统+
一的CELOS控制和用户界面。

NHW 3D GmbH
Ostergasse 10 – 3
88356 Ostrach / Kalkreute, +
德国
www.nhw3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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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 & CO. KG

喷粉式增材制造
的复合完整加工技术
提高工艺经济性

以高稳定性monoBLOCK机床结构为基
础，该机在一台机床内集成了5轴喷粉堆
焊技术与5轴联动铣削加工技术。

Schaeffler在全球拥有超过90,000名员

多种材质 / 分级材质

机构并拥有18家研发中心，不仅是汽车

探索开创性的解决方案，优化生产工艺和

工，在50个国家大约170个地点设有分支

行业，也是许多其它行业最具创新的技术

著提高模具制造的合理性。
增材制造公司模

Herzogenaurach的专用增材制造车间开

“金属3D打印在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发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工艺稳定
性和优化产品。
2017年以来，Schaeffler应
用DMG MORI的LASERTEC 65 3D hybrid
喷粉式激光堆焊增材制造复合加工机床进
行金属工件的3D打印生产。
  TECHNOLOGY EXCELLENCE

客户的产品。
例如，高效率地使用新技术显

公司之一。增材制造（AM）是模具、原型件

和组合夹具生产中使用的技术之一。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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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创新引领的公司，Schaeffler不断

具管理和原型件总监Carsten Merklein说：
作用”。
增材制造车间的创造性项目着眼于
推动增材制造工艺的发展。
完整工艺中的增材制造

2017年以来，DMG MORI的LASERTEC 65

成功案例 – 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 & CO. KG

3D hybrid已成为开发中使用的核心机床之

用3D打印扩展未来的应用

说：
“在一台机床中，结合5轴喷粉式激光堆

Schaeffler的推动力量，例如用于汽车生产

一。增材制造车间的团队协调员Udo Ringler

焊技术与5轴联动铣削加工彻底释放设计

的自由”。
“例如，我们用喷粉式技术在损坏
的工件处堆焊材料，然后铣削加工，使其恢

复原状。
”有时，这样的修复加工更经济，速

增材制造的不同应用方式的发展正在成为

和常规工业应用：
“如果考虑电动车或其它
未来技术，轻量化设计是一个关键因素，我

们要用3D打印技术打造更智能化的创意。
”
«

度更快，优于常规的备件生产。

LASERTEC 65 3D hybrid
增材制造机床让
我们能提供全新材料
性能的零件。
Carsten Merklein
增材制造总监
Schaeffler公司模具管理和原型件

“LASERTEC 65 3D hybrid还能使
工件拥有全新的性能，例如工件的
硬度梯度或多种材质的工件。
”

Carsten Merklein以一个模具底座框架为

例说明该工艺的经济性：
“ 用热作工具钢
材质的铣削板材作底座，LASERTEC 65 3D

hybrid在该底座上堆焊两个立柱，然后进行
铣削”。
该件的难度在于：底座受到激光束加
热后的性能和成品件的强度。
“最初，我们用
整块毛坯铣削该件。
”这两种块材都比板材
难以采购，材料消耗也更多。

然而，LASERTEC 65 3D hybrid 可堆焊不

同的材质，为Schaeffler提供更多的加工方
式，Carsten Merklein继续介绍说：
“我们可
以根据工件需要使用不同性能的材质 – 并

将其用在需要的部位。
”例如，改善工件的强
度、耐磨性和润滑性能。

交替地进行激光堆焊与铣削加工，+
生产非常复杂的工件及修复破损的工件。

SCHAEFFLER简介

++ 全球超过90,000名员工

++ 约170个地点和18家研发中心

++ 位于Herzogenaurach生产车间
的创造性项目采用3D打印技术

+
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 & Co. KG+
Industriestraße 1 – 3
91074 Herzogenaurach+
德国
www.schaeffler.com

自2017年，Schaeffler已在车间中使用了LASERTEC 65 3D hybrid增材制造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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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TFM TECHNOLOGY FOR METALLBEARBEITUNG GMBH

LASERTEC 75 SHAPE

在三维自由曲面上也
能加工出个性化和可
重现的表面纹理
亮点

++ 优异的重复精度和重现性
++ 适用于不同应用的
不同光纤激光器

++ 表面纹理加工，

避免化学蚀刻破坏环境

++ 带数控回转摆动工作台（最大工件达
ø 840 × 520 mm / 1,000 kg）

++ 冷却的全部轴驱动和直
线直接测量系统，

确保高稳定性和长期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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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TFM TECHNOLOGY FOR METALLBEARBEITUNG GMBH

激光纹理
加工技术是对

未来
的投资

个性化表面和完整可重现性：TFM是奥地

不断提高的质量要求和不断缩短的交货时

Shape生产工模具的公司。

人Günther Lindinger的女儿及该公司董事

利第一家采用DMG MORI的LASERTEC 75
专业的人员和创新的生产技术是TFM Tech-

nologie für Metallbearbeitung公司自1996
年创建以来持续保持成功的基石。
TFM提供

广泛的服务，从复杂工模具的设计到最终
验收，TFM与客户肩并肩地合作。客户来自

众多行业，从玩具到消费电子，以及包装和

汽车制造。
该公司用DMG MORI LASERTEC
75 Shape打造未来生产技术。
该机可在3D

自由曲面上加工个性化的表面纹理，彻底
消除工模具对设计的限制。

在许多方面，
激光纹理加工都
优于传统工艺
Corinna Lindinger
TFM GmbH总经理

间是工模具制造业的常态。TFM公司创始
Corinna Lindinger说：
“我们不断优化工艺

激光纹理加工技术彻底
释放设计的自由
以应对这些要求。”因此，该公司决定测试

现有技术，并寻找新加工方式。TFM公司的

销售和技术管理负责人Michael Reitberger
回忆说：
“这就是采用LASERTEC 75 Shape

的背景。
”

用激光纹理加工技术优化工艺

在TFM看来，激光纹理加工是优化自己工
艺和扩大服务范围的重要举措。Corinna
Lindinger乐观地说：
“我们是奥地利第一

家 采 用 该 技 术 的 公 司，我 们 看 到 未 来 巨
大的商机 。”在许多应用中，激光纹理加

工都明显优于传统工艺。Michael Reitberger介绍说：
“LASERTEC 75 Shape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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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案例 – TFM TECHNOLOGY FOR METALLBEARBEITUNG GMBH

TFM基于整体性理念，+
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到成品的全程支持

与传统工艺相比，在许多应用中，由于无需电加工和蚀刻工
序，因此，激光纹理加工的优势十分明显。

2017年，TFM用LASERTEC 75 Shape的激
光纹理加工能力扩大服务范围。

我们省略电极的生产和电加工，显著缩短

纹理可在CAD和图形程序中创建。也可以

确保竞争力

速度。
“ 我们选择DMG MORI机床的另一

是以灰度体现纹理的点图文件。Christian

一代员工将显著提高公司的实力，例如激光

周期时间。”提高生产灵活性和提高交货
个原因是较大的加工区”。该机的行程达
750 × 650 × 560 mm（X / Y / Z）和工作台承

重达600 kg，因此TFM可以高效率地加工大
型工件的纹理。

通过对3D物体的扫描获得。
总之，其基础都

Redtenbacher介绍工作原理时说：
“5轴运
动的激光在暗区的加工多于在明区的加

工，由此加工出定义的纹理，甚至也能在三
维自由曲面上加工纹理”。
该公司已有15年

Corinna Lindinger相信经过高级培训的新
纹理加工培训：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化
生产技术的潜力，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
另
一方面，高素质和熟练员工较为短缺”。

的铣削加工历史，激光纹理加工是一种全

在这些方面，LASERTEC 75 Shape快速

模具的表面纹理为最终产品赋予个性化

的基础培训。
自培训后，我们在实际应用中

TFM将：
“以更高效率的工艺和全新的

于传统蚀刻工艺。
一方面，设计师拥有更大

的认识”。

个性化的设计和完整重现性

的外观。激光纹理加工技术在两个方面优
的设计自由度，可以在计算机上设计更富

新的加工方式。
“DMG MORI提供所有必要

逐渐加深对LASERTEC 75 Shape加工潜力

体现其优势。Michael Reitberger介绍道，
设计方式带给现有客户和新客户更多
获益。
”


个性化的纹理。
另一方面，可重复地随时完

«

整重现这些纹理。
Michael Reitberger补充

说：
“全部基于连续和数字化的工艺链 – 从

创意到塑料最终产品。
”该公司还获益于激
光加工十分锐利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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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TEC 75 Shape

700

mm
270

工件
尺寸

LASERTEC 50 Shape

520

LASERTEC 45 Shape

成功案例 – TFM TECHNOLOGY FOR METALLBEARBEITUNG GMBH

图片：
TFM Technologie GmbH

LASERTEC SHAPE

精美的表面纹理 – 高精
度、高速度和可重现

LASERTEC 75 Shape
是我们连续优化工模具
生产工艺的一部分。

++ 彻底释放个性化纹理设计的自由
（化妆品和高科技产品）

++ 环境友好、可重现，可取代传统蚀刻技术

Corinna Lindinger
TFM董事和 +
Michael Reitberger+
销售和技术管理负责人。

++ 最新扫描技术，扫描速度达30 m / s

– 	缩短加工时间，降低单件成本达69 %
– 在高速加工精美纹理的同时，
提高纹理质量

++ 全数字化的表面纹理加工工艺链

++ CELOS系统提供全面的工艺控制并提供
LASERSOFT 3D APP应用程序；

TFM简介

++ 30名员工，位于特劳恩
++ 庞大的客户群，

从消费电子到汽车制造

++ 全面的服务产品，

从设计到最终验收

Benjamin Krummenauer
LASERTEC Shape产品经理
SAUER GmbH
benjamin.krummenauer@dmgmori.com

+
TFM – Technologie für +
Metallbearbeitung GmbH+
Ganglgutstraße 87b
4050 Traun, 奥地利
www.tfm.at
www.lasertexturieren.at

从灰度点图到带纹理的成品

（不适用于LASERTEC 45 Shape）

++ LASERTEC 45 Shape加工的工件直径

达ø 320 mm，占地面积不足 3.7 m²，或

LASERTEC 210 Shape加工的工件直径达
ø 2,100 mm和重量达10 t

有关Lasertec系列激光加工机
床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lasertec-shape.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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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WEBER MANUFACTURING

任务完成
速度提高达

70 %

许多公司自称世界一流。
Weber Manufac-

生产公差达百分之一毫米的大型镍模具

司总裁Chris Edwards和他的团队发现大

DMG MORI新机床扩大加工能力，并由此

turing Technologies公司说到做到。
当公
型模具的需求不断提高并要求周期时间日

益缩短时，他们找到DMG MORI机床制造
商。
这一次是：DMU 340 P 5轴加工中心，X

轴和Y轴行程增加到3,400 mm（134 in.）
，

至少部分原因是Weber公司管理层不断用

取得高性能镍模具的成功。该公司也加工
大量殷钢、钢、铝和塑料材质，只有高刚性
的机床才能切除模具的大量材料并达到

极高精度，为此，他们找到DMG MORI。他

工作台尺寸直径达2,600 mm（102 in.）
，承

说：
“1,500 × 2,400 mm（5 × 8 ft.）尺寸的金

大略地区最大的DMU系列加工中心。We-

的高精度，对于这种尺寸的工件，这是非

重达20,000 kg（35,715 lbs.）。
这是整个安
ber还购买了一台DMC 85 monoBLOCK
加工中心并配三盘位，另一台DMC加工

X轴和Y轴行程达
3,400 mm，承重达
20,000 kg
中心也在洽谈中 。当问道：
“为什么又是

DMG MORI呢？”
，Edwards直率地说出决

定的原因。
“他们仍是机床界的卡迪拉克。
”
大型和非常复杂的模具以及其它工装夹具

属件，我们可以保持± 0.05 mm（0.002 in.）
常高的精度。”
“ 此外，还要满足客户日益

严格的要求，为此，我们投资购买了这款
新机床。
”

DMG MORI技术循环提高运动特性精度

新购买的设备必将提高Weber的技术能
力。
DMG MORI的Piccione介绍DMG MORI

技术循环，例如自动自检，用简单测试程序

调整运动特性精度。机内刀具测量和破损

监测、机床过载保护和振动控制提高任何
加工工艺的加工效果，同时保护高价值的
资产。
此外，在DMU 340 P的HSK 100主轴

上，Weber还首次尝试HSK刀柄。基于目前
取得的结果，他们还将尝试其它技术。

是Weber的核心竞争力。用99.8 %的镍生

Hale说：
“我们拥有大量CAT 50刀柄，对于

说：
“我们的定位是：设计并用我们特有的

“我们有20台机床，每台机床有50个刀柄，

世界上唯一大批量商用该技术的制造商。
”

难。但我们最终决定转向HSK，从HSK刀柄

产大量这样的产品。
运营副总裁Brent Hale
NVD（镍气沉积）工艺生产镍模具。
”
“我们是

我们来说，继续固守CAT 50刀柄难言罕见。
”
要做出换用不同刀柄的财务决定相当困

再出发。
提高了刀具寿命、工件精度和表面
质量，一切顺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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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 85 monoBLOCK加工中心保持
24 / 7不间断地生产

还考虑了托盘交换系统。
配三盘位托盘交换

系统的DMC 85 monoBLOCK进入车间才4
个月，第二台将在今年秋季到货。
两台机床

必将显著提高生产能力。Edwards说：
“由
于我们的周期时间较长，每台机床每周已
可无人值守地生产10至20小时，但我们希
望DMU 85 monoBLOCK加工中心能全天
24小时地工作，包括周末都工作。
”

成功案例 – WEBER MANUFACTURING

3

“ 总 之 ，我 们 对 自 己 的 决 定 感 到 满

意。DMG MORI的员工给予我们良好的配

合，特别是DMU 340 P让我们缩短了设置

时间并进一步提高了工件质量。
结果是：我

们将工件的加工速度提高约30 %至70 %，

因 此 机 床 可 加 工 其 它 任 务 ，扩 大 我 们
的业务。
”

1. DMC 85 monoBLOCK先进的5轴加工能力
2. 三托盘配置使DMC 85 monoBLOCK可无人值守地生产20个小时 +
3. DMU 340 P加工中心拥有大型加工区和精度达± 0.05 mm

«

WEBER简介

++ 位于安大略米德兰的国际模具
定制设计车间

++ 创建于1962年

++ 汽车内饰件和外饰件、航空航天

DMC 85 monoBLOCK
支持全天
24小时生产
Chris Edwards +
总裁+
业务经理 – 镍包石墨（NVCG）+
Coated Graphite (NVCG)

结构件和当地水槽和浴缸产品
的模具

++ 230名员工，约12,500平方米
（135,000平方英尺）车间。

Webe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Inc.
16566 Highway 12, P. O. Box 399
Midland, Ontario, +
L4R 4L1，加拿大 +
www.webermf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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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轴产品线

5轴铣削

35年以上的技
术领导者

工模具制造

散热器格栅
材质：
在DMU 210 P上加工碳钢
工件尺寸：+
1,570 × 950 × 578 mm+

航空航天

涡轮机变速箱+
材质：质量优于H5的铝孔
定位公差：
12 – 15 μm

68

机械工程

工作台支撑+
材质：铸铁
高精度精加工和5面铣削
形状和位置公差：
10 µm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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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生产

螺旋圆锥齿轮+
材质：表面淬火钢
完整加工，包括车削、钻削、+
齿轮加工
齿轮质量DIN < 5

提高空间精度达80 %；+
人工刮研导轨和支撑面达500小时。

5轴产品线

满足每一工件加工要求的理想5轴加工解决方案

++ 5轴解决方案：回转摆动工作台，摆动铣头为A轴或B轴及可换铣头
++ 行程达6,000 mm和最大工件重量达120 t

++ MASTER主轴，转速达30,000 rpm或扭矩达1,800 Nm，含36个月质保期且无工作时间限制
++ 直线电机驱动，加速度达2 g，确保优异的长期高精度
++ MAGNESCALE直线直接测量系统，确保更高精度

++ 先进的3D数控技术：CELOS配西门子数控系统，CELOS配海德汉数控系统和CELOS配MAPPS

DMG MORI 5轴产品线
Gantry linear

铣头与+
铣头

600 G
linear
600 P

XXL

µPRECISION

铣头与+
工作台

duoBLOCK

Portal

monoBLOCK

回转摆动+
工作台

NMV
DMU eVo linear
CMX U
HSC linear
DMU 50

动柱+

DMF linear

（铣头与工作台）

HBZ +

（回转摆动工作台）

200

µPRECISION

++ 500小时的刮研导轨

DMC H
linear (5X)

500

1,000

X轴（mm）

精度提高3倍

++ 空间精度提高80 %，优于15 μm
++ 在用户现场个性化地优化

1,000 mm

++ 适用于duoBLOCK和Portal系列
加工区

1,00

0 mm

3,400

6,000

15 µm的空间精度

++ 定位精度优于3 μm
（210 / 270 / 340）

1,700

1,000 mm

15 µm

> 100 µm
其它制造+
商的5轴机床

整个加工区中的精度至少提高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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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主轴质保

原厂主轴服务

在DMG MORI维修主轴并享
受质保，价格实惠

请勿轻易地将
机床的心脏托
付给他人

主轴制造商最了解机床的心
脏。
我们以心动的价格修理您
的主轴。
Christian Hoffart博士
DMG MORI备件公司总经理

全部MASTER系列主轴都拥有
36个月的质保期且无主轴工作
时间限制

亮点

++ 公道价格保证的 主轴维修服务

++ 全球2,000多支可立即发货的主轴！
可供库存主轴的比例高达96 %以上

++ 技术合作 是成功的基础

++ 24小时内提供新主轴或更换的主轴；

++ Vacrodur – 全新的主轴轴承材质

或者由主轴制造商经济地维修主轴，只需数个工作日

（不包含国际运输时间）

++ 我们的主轴专家采用主轴制造商的专有知识更换或维修主轴且
仅使用原厂备件

++ DMG MORI快速和诚信地解决主轴难题。
22. – 26.01.2019

OPEN HOUSE 2019

PFRONTEN

powerMASTER、5X torqueMASTER、compactMASTER
和turnMASTER主轴

预留时间
1月22日 – 26日
活动亮点

++ 自动化系统

++ 综合性数字化
++ 增材制造

++ Technology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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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的维修通常不充分！

++ 立即生效，适用于随新机床的全部 speedMASTER、

